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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原型理論觀點探討六個故事 

 

林逸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 

 

摘要 

 故事閱讀通常聚焦在發現意思，因為這是教學進行重要的一部分。但原型理論以不同的

方式了解故事。本文應用原型理論觀點探討六個故事，這六個故事是 The Salad、 The Nose、 

Cherry or the Frog-Bride、 Jorinda and Jorindel、 The Crows and the Soldier、 和 The Blue Light，

六個故事全取自於格林兄弟 Brothers Grimm (1996) 的 Grimms' Fairy Tales 這本書。討論完六個

故事後，會提供一些問題，方便教師在教室故事的應用，學生也能有機會使用另一種方式理解故

事和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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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chetypal Perspective into Six Tales 

 

YI-CHUN LIN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When one reads a story, it is typical for one to discover the tale's meaning. It is commonly 

thought that this is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teaching. Archetypal theory directs one to an alternative 

way to understand a story.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six stories from the archetypal viewpoint. These six 

tales are The Salad, The Nose, Cherry or the Frog-Bride, Jorinda and Jorindel, The Crows and the 

Soldier, and The Blue Light, all taken from Brothers Grimm's (1996) Grimms' Fairy Tales. It is 

beneficial to include one more way to understand a story. So,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some questions 

after the six stories are analyzed. A teacher can then enhance his or her application of a tale in a 

classroom. Students can also have a cha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a story and themselves. 

  

Key words: Archetypal theory, meaning,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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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When discussing a story in a classroom, a teacher commonly focuses on the meaning of a 

story.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meaning is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teacher's lesson. Teaching the 

meaning of a story is a good way to guide students to gain access to a literary work. However, a literary 

theory can bring up a different way for a story to be understood. One important theory that has been 

introduced in many theoretical books is archetypal theory. Some books that discuss archetypal theory 

are Belsey’s (1980) Critical Practice and Atkins and Morrow’s (1989)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rchetypal theory is an insightful theory that a teacher can use when teaching a story. Then, the teacher 

can enhance his or her application of a lesson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can also benefit from this type 

of teaching. As a result, the students can gain some insights about themselves. 

 To apply archetypal theory into the reading of a story, one needs to be familiar with Jung's 

(1966) concepts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The conscious is situated above the unconscious. The 

conscious is connected to one's morality. The unconscious is linked to one's desires. The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in one's mind often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when an issue arises. As Jung (1966) says, "In 

most people the cause of the division is that the conscious mind wants to hang on to its moral ideal, 

while the unconscious strives after its - in the contemporary sense - unmoral ideal which the conscious 

mind tries to deny" (p. 20). The unconscious may apply great energy to influence the conscious so that 

a desire may turn into action. As Bressler (1994) states, "The conscious....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unconscious" (p. 92). Guerin, Labor, Morgan, and Willingham (1979) also point out that "Unchecked, it 

[id, which is unconscious,] would lead us to any lengths - to destruction and even self-destruction - to 

satisfy its impulses for pleasure" (p. 125). As a result, the action affected by the unconscious desire can 

be detrimental. 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one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desires in one's 

unconscious. Hence, one is able to become a better member of a society and live harmoniously within 

it. 

 As an author writes a story such as a fairy tale, he or she may unknowingly incorporate his or 

her unconscious desire in the tale (von Franz, 1993). Cashdan (1999) finds that there is a pattern in a 

story that can help one discover the desire communicated in the tale. This pattern that Cashdan (1999) 

describes is stated in the section which is called,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Self" (p. 31). Applying 

this pattern is helpful to discover one's unconscious desire in one's mind.   

 This paper will apply archetypal theory into a reading of six tales. The purpose is to show that 

the goal of reading a story can be not only to uncover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but also to understand 

oneself better. The chosen six tales are The Salad, The Nose, Cherry or the Frog-Bride, Jorinda and 

Jorindel, The Crows and the Soldier, and The Blue Light. The six tales are all taken from Brothers 

Grimm's (1996) Grimms' Fairy Tales. This paper will first discuss the major meaning of each of the six 

tales. Then, this paper will apply archetypal theory into the reading of the six stories. After that, some 

questions will be offered for teachers to use in the classroom. These questions can also be used by 

college students as they engage in reading stories. It is hoped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have a 

chance to have one more way to understand a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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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eaning of Each of the Six Tales 

 The Salad was a story about a huntsman whose kind heart enabled him to acquire a bird's heart 

that produced a piece of gold daily and a magic cloak to go anywhere. The bird's heart and the magic 

cloak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old fairy and her daughter. The huntsman accidentally found two types 

of salads that had magical power. By using the magic salads, he was able to get back the bird's heart 

and the magic cloak. In addition, he married the old fairy's daughter. The meaning of this story was that 

the huntsman's kind heart and good luck earned him wealth and a beautiful wife. 

 The Nose was a story about three soldiers whose friendly attitudes towards a little old man in a 

red jacket enabled them to each obtain a magic item. The first soldier got an old cloak. This cloak could 

fulfill anything he wished for. The second soldier acquired a purse in which he could take out as much 

gold as he wanted. The third soldier received a horn. The horn, when played, could attract crowds to 

get together to dance and forget their situations. After a while, the three soldiers felt bored, so they 

visited a neighboring king. The king only had one daughter who was a witch. The witch was cunningly 

able to take away all three magic items from the three soldiers. With the help of the little old man in a 

red jacket again, the three soldiers were able to deceive the king's daughter and retrieve their items back. 

The meaning of this story was that the good attitudes of the three soldiers towards the little old man in a 

red jacket helped them acquire wealth and protect their wealth. 

 Cherry or the Frog-Bride was a story about a king who assigned three tasks for his three sons 

to accomplish. The king wanted to pass his throne on to the son who could complete all three tasks. For 

each task, the youngest princ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so each time he wandered to a bridge.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Cherry the frog wa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bridge every time the youngest prince came. 

Cherry the frog would always ask the youngest prince what the matter was. She then helped him 

accomplish the three tasks. The youngest prince became the next king and married Cherry who had 

already turned back into a person. The meaning of this story was that Cherry's kind heart won over a 

husband who was from a high class and was rich. 

 Jorinda and Jorindel was a story about an old fairy who took away Jorindel's girlfriend, 

Jorinda. Jorindel's true love towards his girlfriend enabled Jorindel to go to the castle and rescue 

Jorinda back. The meaning of this story was that a man's true love could embolden him to risk his life 

to rescue his beloved one. 

 The Crows and the Soldier was a story about a soldier who worked hard and saved enough 

money to live off of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n, his money got stolen by his two fellow soldiers. 

Since the first soldier was a hard-working, frugal person, he had good luck by gaining information 

from three crows. This enabled the first soldier to marry the princess, to become a high class person, 

and to move into the palace. He became even richer than he was before.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were 

dishonest and greedy. This caused them to be pecked by the crows and left to die.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was that when one worked hard and was frugal, one would have a good consequenc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one was dishonest, one would have a bad 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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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lue Light was a story about a soldier who served the king for many years. The king 

dismissed the soldier because the soldier was old and had many wounds. The king stopped paying the 

soldier his wages because the king only paid those who served him. The soldier felt like this was 

unfair. Feeling desperate, the soldier wandered into a forest. There, he met a witch. He outwitted the 

witch to get the possession of the blue light. He was lucky to have this blue light because this light 

could empower him to fulfill any wishes he desired. By using the blue light, he defeated the malicious 

witch by having her hanged on the gallows. He also got his revenge on the king by having the king's 

daughter do servant's work, just like the soldier did servant's work for the king. In the end, the king 

gave the soldier the kingdom for the soldier to rule and the king's daughter for the soldier to marry.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was that one who was treated unfairly could get lucky. He or she was thus 

able to take revenge on the person who treated him or her unfairly. In the end, this person might be 

treated equally to the person who mistreated him or her. 

 When one reads a story with the focus of fi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one can discover 

that having a good attitude and doing kind deeds in the world can bring about positive consequences. 

This can be seen in these chosen six tales. When applying archetypal theory into these six tales, one can 

find that one may understand these stories in a different way.  

 

3. The Application of Archetypal Theory into the Six Tales 

 As one applies archetypal theory into the six tales, one can learn aspects about oneself. The 

Salad was a story about one detecting the greedy side of oneself. The Nose was a story about one 

uncovering the deceptive side of oneself. Cherry or the Frog-Bride was a story about one noticing the 

jealous side of oneself. Jorinda and Jorindel was a story about one discovering one's strong lust for 

young ladies and one's powerful desire to control them. The Crows and the Soldier was a story about 

one finding out one's strong desire for money. The Blue Light was a story about one discovering one's 

strong need for money and power. The following section is the explanations that are given about how 

each story reveals an aspect of oneself.  

 

3.1 The Salad 

 As the huntsman walked into a wood, he sank into his unconscious realm. There, his deepest 

desires got fulfilled. He had a bird's heart that gave him a piece of gold every morning. This provided 

him with never-ending wealth. He had a wishing-cloak that fulfilled his desire to go anywhere he 

wanted. Although he had these two magic items, he felt that he was still not fully satisfied. So, he went 

into a wood again. There he saw a castle. At one of the windows in the castle, he saw an old woman 

and her beautiful daughter. The huntsman encountered the old woman who was called a fairy, but in 

reality was a witch. The old woman had her daughter steal the bird's heart from the huntsman. Then, the 

old woman acquired a piece of gold from under her daughter's pillow every morning. After that, the old 

woman told her daughter that she wanted her daughter to get the wishing-cloak from the huntsman. The 

daughter thought that this was a bad idea because they had already taken away the huntsman's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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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that had produced his wealth. The daughter actually pointed out to her mother that her mother was 

greedy. As the huntsman had the bird's heart and the wishing-cloak, he still wished to pursue the old 

woman's beautiful daughter who was in a higher position than the huntsman. The huntsman was the 

same type of person as the old woman was because they were both greedy. They both wanted wealth, 

status, and the ability to go anywhere. The old woman represented the huntsman's greedy, unhealthy 

side. As the old woman in her donkey form was hit three times a day and fed hay once a day, she 

eventually died. The huntsman thus understood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greedy. He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overcoming his greedy desire and letting his non-greedy side win out. 

 

3.2 The Nose 

 The three soldiers went into their unconscious realm as they entered a deep, gloomy wood and 

spent one night there. They came upon good fortune by acquiring an old cloak, a purse, and a horn. The 

old cloak could give the first soldier whatever he wished for. The purse was full of gold. The second 

soldier could take as much gold as he wanted from it. The horn could make people happy when the 

third soldier played a tune on it. The three soldiers used the old cloak to get a nice castle to live in. 

After a while, the three soldiers thought that it was not good to stay at home. They took their riches and 

servants to visit a neighboring king. When the king treated the three soldiers like sons of kings, the 

three soldiers kept silent about their status. The king had one daughter, who was a witch. She knew that 

the three soldiers had special magic gifts. She obtained the second soldier’s magic purse by deceiving 

him. Then, she skillfully acquired the old cloak from the first soldier. Finally, she stole the third 

soldier's horn by devising a scheme. The three soldiers returned back to their poor condition. The three 

soldiers were then lucky again to find a way to deceive the princess to get the three items back. The 

second soldier undertook the mission. First, he disguised himself as a gardener's boy to sell the apples 

to the princess for her to eat. Then, the second soldier disguised himself as a doctor to pretend that he 

had medicine that could cure the princess. He deceived the princess to believe that she needed to return 

the three stolen items for the medicine to be effective. The princess believed the deception and returned 

the three items. The princess represented the unhealthy, deceptive side of the three soldiers. The three 

soldiers were the same type of person as the princess was. Since the princess deceived the three soldiers, 

she was punished by having her nose grow very long. This consequence was terrible enough for the 

three soldiers to realize that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m to get rid of their unhealthy, deceptive part. They 

also understood that they should use their honest part of themselve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From that 

time on, they were content to stay at home. 

 

3.3 Cherry or the Frog-Bride 

 In this story, the abbess heard the three princes fighting and found that Cherry was the cause 

behind their fighting. Because of this problem and the previous anger caused by Cherry eating the 

abbess's cherries, the abbess uttered a spell, which turned Cherry into an ugly frog and caused Cherry 

to live in a faraway place. The abbess was a jealous person, as she was jealous of Cherry's beaut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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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why she wanted Cherry to become an ugly creature and stay in a remote place where no one could 

see her beauty. It was at this time when Cherry crossed into her unconscious realm. In addition, the 

ladies that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nces brought home were competing with Cherry in regards to who 

was the most beautiful female. Everyone agreed that Cherry was the most beautiful lady. So, the king 

commended to have the rest of the beauty contestants tossed into the sea to drown. Cherry was there, 

but Cherry did not do anything to help the other ladies. This was odd, because previously Cherry 

actively helped the youngest prince accomplish the three tasks the king had requested. Cherry was 

jealous of the other ladies' beauty because their beauty probably could have caused problems for 

Cherry later. Cherry was a jealous person, too. Cherry and the abbess were the same type of person, as 

they both were jealous of others' beauty. Even though Cherry did not defeat the abbess, she allowed the 

other ladies to be thrown into the sea to die. As Cherry saw that one's jealousy could cause others' 

tragedies, sh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one's jealous side repressed and having one's good 

side come forth.  

 

3.4 Jorinda and Jorindel 

 As Jorindel walked into a wood, he sank into his unconscious realm. There, he encountered an 

old fairy who was a witch. The old fairy used her spell to turn Jorinda into a nightingale and put her in 

a cage. The old fairy put this cage with her other seven hundred caged birds. Even though she had 

many birds in cages, the old fairy was greedy to add one more caged bird to her collection. The old 

fairy had power and was greedy enough to confine and gather as many pretty girls as she wanted. The 

old fairy represented the bad part of Jorindel's self. This was because Jorindel desired to have as many 

pretty girls as he wanted, especially the prettiest girl. Jorindel faced his bad side by turning all the birds 

back into their original forms so that they could be free. Jorindel worked hard to repress his bad side 

which lusted for having and controlling many beautiful girl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the good 

part of himself come forth. This was evident as Jorindel chose to live happily with Jorinda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 witch did not die. This showed Jorindel's bad part still remained. Even so, Jorindel 

recognized that he wanted to have his good side come out.  

 

3.5 The Crows and the Soldier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knew that the first soldier had a good sum of money to live peacefully 

throughout his retirement.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persuaded the first soldier to leave the town where 

they lived.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had a quarrel with the first soldier, beat the first soldier up, and 

took the first soldier's money.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had a strong desire for money. Although the 

first soldier lost all his money, he gained even more money through his good luck. He did this by 

tak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three crows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He used this information to marry 

the princess, become a high class person, and live in the palace. The first soldier is the same type of 

person as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because they all had a strong lust for money and used a dishonest 

way to get it.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were seriously injured by the crows and left to die. This lef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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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oldier to realize that the two fellow soldiers wrongly used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money and 

therefore received a bad consequence. The first soldier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one's strong desire for 

money should not cause one to become dishonest. 

 

3.6 The Blue Light 

 The soldier served the king for many years. The king let the soldier go because he was old and 

had many wounds. The king did not pay anyone who was not serving him, so the king no longer paid 

the soldier. In despair, the soldier roamed into a forest. At this point, the soldier sank into his 

unconscious realm. He saw a house that had a light in it. He went to the house. He met a witch. He 

asked the witch for something to eat and drink and also to spend one night in her home. The witch 

made the soldier do servant's work, like dig all round the witch's garden. On the next day, the witch 

asked the soldier to chop up a load of wood and make the pieces of wood small. Then, the witch 

asked the soldier to go down into the well to fetch the blue light for her. When the soldier was about 

to give the blue light to the witch, he sensed that the witch was only going to take the blue light and 

leave him in the well. The soldier refused to give the blue light to the witch. The witch became angry 

and let the soldier drop again into the well. She then left. In the well, the soldier realized that he had a 

tobacco pipe that was half full. He wanted to smoke it, so he used the blue light to light his pipe. Then, 

he found out that the blue light was a magic item. When he lit his pipe with the blue light, a little 

black dwarf would appear and do for him whatever the soldier commanded. On the way out of the 

well, the little black dwarf showed the soldier the witch's hidden treasures. The soldier carried off as 

much gold as he could. Then, the soldier used the blue light to have the witch brought to the judge. 

The judge killed the witch by having her hanged on the gallows. The soldier used the magic item to 

avenge the king by having the king's daughter do servant's work. The revenge did not stop here. In the 

end, the soldier was able to defeat the king to obtain rulership of the kingdom and to get the king's 

daughter for his wife. 

 The witch was a person who liked to have people serve her and had a lot of money because she 

had hidden treasures. The witch wanted the blue light because she lusted for power. The king was a 

person who wanted people to serve him. He was a rich person and had power to rule over people. 

When the soldier saw the witch's hidden treasures, he carried away as much gold as he could. The 

soldier was a person who wanted to become rich. When the soldier discovered the function of the blue 

light, he used the blue light to have the king's daughter do servant's work for him. Later, he used the 

blue light to obtain the king's kingdom and the king's daughter as his wife. The soldier was the same 

type of person as the witch and the king were. They all wanted money and they all had a desire for 

power. Bad consequences could occur because of the strong desire for power. As a result, the witch 

needed to be defeated. This happened when she died by being hanged on the gallows. The king was 

defeated by losing his kingdom and his daughter. The soldier recognized the bad side of himself, 

which was wanting to be rich and having a strong desire for power. He realized that he needed to get 

rid of his bad side. Otherwise, he would have bad consequences just as the witch and the king had.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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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realized that he needed to have his good side come forth. That is, he needed to treat people fairly 

when he was rich and had power. 

 

4. Questions 

 The questions stated below hopefully can provide some help for teachers when they teach a 

story in class. Here is a suggested method to apply the questions. First, the teacher reads a story. After 

that, the students answer the questions. Finally, the teacher gives some feedback regarding the students’ 

answers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ory. Students can also use these 

questions on their own to understand a story as they engage in reading the story. These questions center 

on the good and bad characters' desires as well as the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from acting upon these 

desires. 

 

1. Who is the main character? 

2. Who is the bad character? 

3. What happens when the good and bad characters meet each other? 

4. What does the bad character desire? 

5. Does the good character have the same desires as the bad character does? 

6. What are the bad consequences the bad character gets? 

 

5. Conclusion 

 Reading a story to understand the major meaning of the story is a good way to engage in 

reading. However, many literary theoretical books include a plethora of theories that can be used to 

gi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o a story. One such theory is archetypal theory. Integrating the viewpoint 

of archetypal theory into a classroom can be a good choice because it may strengthen a teacher's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a tale and it can possibly benefit students'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a story 

and of themselves. Therefore, students can have a chance to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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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鋰鎢薄膜沈積於可撓式基板之電致色變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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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 Li2O 混合 WO3 製備出 LixWO3 粉末，並使用電子束蒸鍍法製備電致色變薄膜，

藉由掺雜方式增加薄膜之離子遷出入量，使得電致色變元件(Electrochromic device, ECD)具有更

佳的電致色變特性。 

  以 PET/ITO/膠態電解質(Gel polymer electrolyte, GPE) /Li0.2WO3/ITO/PET 結構之 ECD 在驅動

電壓 3.5 V 時具有最佳之電致色變特性，其在波長 550 nm 時，光學穿透率差(ΔT%)為 33%，光

學密度差(ΔOD)為 7.56，消耗電荷量(Q)為 5.94 mC/cm2 及著色效率(η)為 92 cm2/C。元件在著色後，

於室溫下放置 24 小時之光學穿透率從 7%上升到 38%。 

關鍵詞：電子束蒸鍍法、電致色變元件、氧化鎢、氧化鋰。 

Electrochromic Properties of LiWO3 Thin Film on Flexible 

Substrate 

 
1Chih-Ming Wang, 1Sin-Jhih Lin, 2Jui-Yang Chang 

1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Kaohsiung 833, Taiwan 

2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804, Taiwan 

 

   In this study, Li2O is doped to WO3 to prepare LixWO3 powder and the electron beam evaporation 

is used to fabricate electrochromic films, expecting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ions moved in/out by 

doping, the electrochromic device (ECD) with better electrochromic characteristics can be obtained. 

   With PET/ITO/Gel polymer electrolyte (GPE)/Li0.2WO3/ITO/PET structure, the best ECD 

characteristics can be obtained at the drive voltage of 3.5 V, the transmittance variations (ΔT%) at the 

wavelength of 550 nm is 33%, optical density variations (ΔOD) is 7.56, the intercalation charge (Q) is 

5.94 mC/cm2 and the coloration efficiency (η) is 92 cm2/C. After this ECD was colored for 24 hours, 

the transmittance increases from 7% to 38% at room temperature (R.T.). 

Keywords：electron beam evaporation, electrochromic device, WO3, Li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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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科技發展蒸蒸日上，為了生活上的更加便利，抑或是為了促進經濟蓬勃發展，人們每天都

在不停的消耗地球的能源，因此造成地球暖化及能源短缺的危機，而對於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將面

臨嚴苛的考驗，在於尋找適當的替代能源前，全世界都積極想辦法節能，拯救全氣候暖化的議題

刻不容緩。 

然而，目前全世界都會區之多數建築物為了美觀及太陽光導入增加採光，主要都以大面積的

玻璃帷幕建造為主，但看似有利減省照明用電，往往忘記會有大量的熱能進入該空間。熱能主要

來源為太陽光中的紅外光，直接穿過玻璃導入，使室內溫度提高時，而空調使用量也會增加，因

此空調電量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經濟部能源局及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最新的「2018 年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

指出，現今台灣建築物的電力流向，無論是學校、醫院、辦公大樓、量販店、百貨公司及旅館等，

大部分建築物空調與照明設備的合計用電佔了近 70%左右[1]，這代表只要減少空調與照明設備

用電,則大部分建築物的用電總比例就會有大幅度的下降；且現今大樓的建築無論像是企業之商

業型辦公大樓或地方政府建設之市立圖書館及展覽館等，也大量使用玻璃建材作為外牆之趨勢，

所以玻璃建材的選用相當重要，優良的玻璃建材能夠提供足夠的光線進入室內，同時可以阻擋大

部分來自室外的熱源，能夠有效的達到節省空調以及照明用電量，對於減低空調與照明設備用電

就會有顯著的效果，使用改良的電致色變系統(Electrochromic system)智慧節能窗，除了能有效率

的以小幅度的電能變化量達到大幅度光學調變之外，更能降低空調與照明用電。電致色變系統是

利用外加電場，使離子注入變色材料中，讓材料產生顏色的變化，進而影響材料對光的穿透能力，

其優點是可以用人為操作，根據使用者無論身處在冬、夏季、寒、熱帶或日照長短，都能依照需

求以驅動電壓調節可見光與紅外光穿透率的系統，如圖一所示。 

 

 

 

 

 

 

 

圖一、太陽光譜能量分布圖[2]。 

根據研究顯示[3]，將電致色變節能窗運用在建築物上，當玻璃呈現著色態時，可同步吸收

或反射可見光與紅外光，降低空間的空調用量，而當玻璃呈現褪色態時，可讓可見光與紅外光進

入屋內，減少暖氣與照明用電（圖二），達到減低空調成本與電能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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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電致色變節能窗實際應用[3]。 

2010 年美國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NREL)研究指出[4]，美國每年消耗約 40%

能源(1 Quad=1015 Btu)在建築物上。若能以電致變色節能窗安置於建築物，就可以節省約八分之

一的能源，也就是說美國每年建築物消耗能源的 5%，同時也預估未來節能窗的價格也將會下降

70%以上，並提升產品實用性與增加節能窗用途之面積。 

因全球氣候暖化，對於空調系統的依賴性也逐漸變大，這方面也加速地球暖化現

象，在目前有限的資源下節能減碳就顯得更為重要。為因應這些問題，智慧節能玻璃的

需求逐年增加，電致色變技術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之一，但若想實際應用於生活中(交

通及建築)上，其特性還需再進行改良。本研究使用電子束蒸鍍法 (Electron beam 

evaporation)在 ITO/PET 可撓式基板上沉積 LixWO3 薄膜並以膠態電解質(GPE)作為離子

傳導層製備電致色變元件，其結構如圖三所示。由於陰極(WO3)是具有優越著褪色特性

的變色材料，以單層元件為例，其缺點在於過多的離子遷入後無法遷出變色薄膜，而造

成褪色時有殘色的現象。因此藉由摻雜 Li2O 增加離子遷出入量及元件著色效率。 

 

 

 

 

圖三、電致色變元件結構示意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電子束蒸鍍法沉積 LixWO3 薄膜並製作成電致色變元件。首先粉末調配及基板清

洗，再進行蒸鍍粉末與薄膜製備，最後進行元件之光學及電性分析。 

1. WO3摻雜Li2O之粉末製備 

本研究之鎢材料為六價而鋰為一價元素，將 WO3 粉末與 Li 粉末依照原子比例方式調配後，

利用高速粉碎機將粉末研磨細化 30 秒，細化後蒸鍍材料即可完成使用，圖四為 WO3 摻雜不同比

例 Li2O 粉末製備流程圖。 

 

 

 

 

PET

ITO

GPE

LixW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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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材料製備流程圖。 

2. LixWO3薄膜之製備 

本研究以電子束蒸鍍機(ULVAC, CRTM 6000)來沉積 LixWO3 變色薄膜，其系統如圖五所示。

將蒸鍍材料研製為直徑為 1.5 cm 及厚度為 1 cm 的圓形錠狀靶材(Target)，接著將 Target 放置於坩

堝內(蒸發源)，再將潔淨的可撓式 ITO/PET 透明導電基板置於離蒸發源 20 cm 之距離及室溫(R.T.)

之沉積溫度。 

 

 

 

 

 

 

 

 

 

 

 

 

 

 

 

 

圖五、電子束蒸鍍系統架構圖[5]。 

3. 膠態電解質之製備 

本研究使用之膠態電解質為離子傳導層並延用本實驗室配方調配而成[6]，離子傳導率為

1.63×10-4 S/cm，其製作流程主要如下： 

(1) 將 40 wt.%有機溶劑丙醯碳酸酯(Propylene carbonate, PC)與有機溶劑碳酸乙醯(Ethylene 

carbonate, EC)均勻混合後，加入 1 M LiClO4 粉末，並以磁石攪拌棒混合溶液溶解均勻後，

為了去除溶液中的溶氧需將電解質通入氮氣約一小時，即製備完成液態電解質。 

WO3粉末

研磨細化時間30s

蒸鍍材料製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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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 8 wt.%之 LiClO4 及 30 wt.%之增塑劑(D-600)到液態電解質中，並與高分子重量比 2：1

的比例充分混合攪拌，即製備完成膠態電解質。 

4. 單層電致色變元件之製備 

以本研究最佳之製程參數蒸鍍 LixWO3 薄膜製備成電致色變元件，並探討不同原子百分比

LixWO3 薄膜製備之電致色變元件其光學及電化學特性。方法為將鍍有 LixWO3 的薄膜基板與對電

極 ITO/PET 基板，以膠態電解質貼合，在使用熱壓機(聯揚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LY-LTH)以 85℃之

溫度進行三段熱壓(0.5 ~1.5 Mpa 分別壓合 30 秒)。 

5. 紫外-可見-紅外光譜儀(UV-Vis-NIR spectrometer)分析 

使用紫外-可見-近紅外線光譜儀(JASCO, V-570)為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提供，量測電

致色變元件在氧化還原反應時之光學穿透率，光譜儀量測波長範圍為 200 nm 至 2500 nm。採人

眼對光線波長為 550 nm 為最敏感，且此波長的太陽光強度也達到最大值[7]，故本研究主要探討

在波長 550 nm 可見光時之電致色變元件著褪色效率。 

6. 電化學循環伏安(Cyclic voltammogram, CV)量測 

使用電化學循環伏安儀(CH Instruments, 627B)為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提供。循環伏安

法是一種對電致色變元件施加循環電位掃描，以可逆的方式控制電位進行的電化學實驗，其裝置

如圖六所示；本實驗掃描速率為 50 mV/s，藉由不同電壓範圍來分析電流對電壓之間的變化，其

中具有 LixWO3 薄膜之基板為工作電極(Working electrode, WE)與參考電極(Reference electrode, 

RE)共用端；另一具有 ITO 薄膜之基板為輔助電極(Counter electrode, CE)。 

 

 

 

 

 

 

 

 

 

 

圖六、循環伏安量測結構示意圖。 

7. 記憶效應 

 記憶效應為施加一電壓使電致色變元件進行著色後移除電壓，該元件維持在著色態，以固

定光波長 550 nm，紀錄元件時間與穿透率變化之關係，本研究量測記憶效應的時間為 0、2、6、

12 及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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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1. 不同Li摻雜量之ECD循環伏安分析 

    將電致色變元件施加著色電壓 3.5 V 及褪色電壓-3.5 V，掃描速率固定為 50 mV/s。由圖七可

觀察到 WO3 摻雜 Li 後循環伏安滯環面積有逐漸提高的趨勢，其中以 Li0.2WO3 的滯環面積為最

大，由此可知薄膜離子遷出入數量較多；而隨著薄膜摻雜量提升到 Li0.4WO3，滯環面積則變小，

由此可知在這個比例下薄膜離子做遷出入的特性不佳；Li 的摻雜能有效使離子更容易遷出入，

提升電荷量，但摻雜量過多時，離子不容易遷出入薄膜，儲存的電荷量受到限制。因單層元件的

對電極為 ITO，所以離子在 0 V 的吸附效果變差，產生離子從 ITO 表面離開之溢出效應，部分離

子離開後被變色層吸附過去，產生著色峰，在不同摻雜物薄膜製成的單層元件一樣有此情況發生

[8]。 

 

 

 

 

  

  

                          (a)                              (b) 

 

 

 

 

 

 

                   (c)                              (d) 

圖七、不同 Li 摻雜量之 ECD 循環伏安圖：(a) Li0.1WO3，(b) Li0.2WO3，(c) Li0.3WO3，(d) Li0.4WO3。 

2. 不同Li摻雜量之ECD光學特性與著色效率分析 

    圖八為不同 Li 摻雜量之 ECD 穿透率光譜，結果顯示在波長 550 nm 時，Li0.2WO3 薄膜具有

最佳之著色態穿透率(Tc)，且隨著 Li 摻雜量提高(x>0.2)，褪色態穿透率(Tb)並無太大之變化，使

得 Li0.2WO3 薄膜具有最佳之穿透率差(ΔT= Tb-Tc)。不同 Li 摻雜量之 ECD 特性如表 1 所示，其中

光學密度差ΔOD=log(Tb/Tc)。結果顯示當摻雜量過太多時，其著色效率(η=ΔOD/Q)均低於Li0.2WO3

薄膜之著色效率，此現象可能由於 Li 摻雜量超過 0.2 時， LixWO3 薄膜之微結構改變使得 Li 離

子之遷出入薄膜不易而造成其著褪色不明顯[9]，因此 Li0.2WO3 薄膜具有最佳的電致色變元件的

光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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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圖八、不同 Li 摻雜量之 ECD 穿透率光譜圖：(a) Li0.1WO3，(b) Li0.2WO3，(c) Li0.3WO3，(d) Li0.4WO3 。 

表 1. 不同 Li 摻雜量之 ECD 特性結果(λ@550 nm)。 

 薄膜 
褪色穿透率

Tb(%) 

著色穿透率

Tc(%) 

穿透率差

ΔT(%) 

消耗電荷量

Q (mC/cm2) 

光學密度差 

ΔOD 

著色效率 

η (cm2/C) 

Li0.1WO3 48 20 28 7.02 0.38 54 

Li0.2WO3 40 7 33 8.29 0.75 92 

Li0.3WO3        40 20 20 5.94 0.30 50 

Li0.4WO3 
 

 41 22 19 9.47 0.27 28 

3. ECD記憶效應分析 

  ECD 本身即為電化學電容器，具有儲存及釋放電荷的功能，當施加偏壓於元件電極，伴隨

元件充電會產生著色的效果；當移除偏壓源後，儲存在 ECD 之電荷會隨著時間的消逝緩慢的遷

出薄膜，就會造成元件逐漸的放電並同時褪色。記憶效應即是指對元件充電後，在未給予偏壓下，

ECD 的著色穿透率會回升的幅度，其幅度越小代表元件內部自我放電現象越慢。 

  本研究所得之 Li0.2WO3 有最佳的著褪色穿透率並以電壓 3.5 V 施加於已經製備好的 ECD 使

其著色後，移除電壓並持續量測 24 小時之光學穿透率變化，如圖九所示。量測結果顯示在

Li0.2WO3 薄膜所製成之 ECD 起始狀態之光學穿透率為 7%，靜置 24 小時後，光學穿透率回升至

38%，回升斜率約為每小時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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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元件 

0 小時 2 小時 6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Li0.2WO3 (Tc) 7% 14% 20% 30% 38% 

元件圖 

     

圖九、ECD 記憶效應(λ@550 nm)。 

四、結論 

    本研究結果為經由熱壓製備 ECD 進行光學及電化學分析及對元件之不同驅動電壓、記憶效

應及壽命測試，得知 WO3 摻雜 Li2O 最佳組成成份為 Li0.2WO3，結論如下： 

1. 經循環伏安分析發現，LixWO3 (x=0.1~0.4)薄膜其循環伏安之滯環面積在x=0.2時最大，由此可

知摻雜x=0.2時提升電荷量最多，但當摻雜量超過x=0.2時，離子遷出入薄膜會比較不容易，進

而使得ECD元件特性變差。 

2. 於室溫下，Li0.2WO3 薄膜厚度為 530 nm，其 ECD 具有最佳之電致色變特性。在正負 3.5 V 之

驅動電壓下，Li0.2WO3之ECD特性於波長 550 nm時，穿透率差(ΔT%)為 33%、光學密度差(ΔOD)

為 0.75、消耗電荷量(Q)為 8.29 mC/cm2 及著色效率(η)為 92 cm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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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度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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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研發一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度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此系統被賦予最大功率

點、指定實功率及指定虛功率之遠程調度能力。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 程式的設計以及變流器輸出

電流的控制，調度人員可對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進行遠端的電力調度，由此因應系統電力的供需

平衡。電力調度員發送之指令是以智慧型手機採無線通訊網路方式來傳遞。研究過程中藉由感測

電池短路電流的量測，以及運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與其短路電流為線性關係來決定

最大功率點電流，之後，透過變流器調控注入市電電流的振幅，促使太陽能板於增載與減載過程

中逐漸地趨近於最大功率點下來工作。另外，透過變流器調控注入市電系統的有效電流與無效電

流，藉此進行注入市電實功率與虛功率的調控作業。建立一實驗性的小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來

進行驗證，經由實測，調度結果中顯示所欲指定實功率/指定虛功率與實際注入市電的實功率/虛

功率之間的絕對誤差在 5% 內、PV 發電系統的最大功率點調度運作功能正常發揮，以及透過手

機 App 程式設計進行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確實能完成最大功率點、指定實功率及指定虛功率的

遠程調度工作。所研發的實功率與虛功率可遠程調度的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其控制方法簡單，

易實現，具創新設計概念。 

關鍵詞：遠程調度、光伏發電系統、實功率與虛功率、變流器、智慧型手機、無線通訊網路 

  

 

 

Development of a Grid-Connected PV Generation System 

with the Capability to remotely dispatch Active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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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PV) generation system with active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that can be remotely dispatched. The PV generation system will be dispatched and can 

operate at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MPP) or at a specified active power and operate at an assigned 



22                         正修學報 第三十四期 民國一百一十年 

 

 

reactive power. Through the design of smart phone App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output current of the 

inverter, the dispatcher remotely dispatches a grid-connected PV generation system that can be desired 

in response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system. The instructions sent by the 

power dispatcher are transmitted by the smart phone using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MPP) current wa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of the sensing cell and applying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PP current 

and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of the solar panel. After that, the amplitude of the injected current into 

power system is adjusted through the inverter, and then the operation of the solar panel will be gradually 

brought closer to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during the load-increasing and load-shedd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effective current and the ineffective current injected into the power system will be also 

controlled through the inverter, so as to carry out the dispatching operation for injecting the active 

power and the reactive power into the utility power system. An experimental small-scale grid-connected 

PV gener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for verification. Through the actual measurement, the dispatching 

result shows that the absolute error between the desired specified active power/assigned reactive power 

and the active power/reactive power injected into the utility power system is within 5%, the MPP 

dispatching operation of the PV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can also function normally, and taking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 to transmit and to control through the smartphone Apps designs can 

indeed complete the remote dispatching work of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the specified active power 

and the assigned reactive power. The control of the developed grid-connected PV generation system 

with the capability to remotely dispatch active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is simple and easy to 

implement, and possesses an innovative design concept. 

Keywords: Remote dispatch, PV generation systems, Active power and reactive power, Inverters, 

Smartphon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一. 前言 

為實現非核家園的早日到來以及管制我國排碳總量以符合京都議定書及巴黎氣候協定，現今

政府大力推廣再生能源應用，其中尤其鼓勵民間投入太陽光電發電廠的設置。另一方面，台灣位

於亞熱帶鄰近赤道，日照量豐富，擁有充分的陽光，適合發展太陽能發電。   

我國電力系統未來隨著太陽光電裝置逐年加入，當裝置容量提升，將開始造成每日淨負載(淨

負載=用電需求量-太陽光電發電量)曲線有兩段劇烈起伏，分別為上午太陽光電出力上升及傍晚太

陽光電出力下降，這種現象稱為「鴨子曲線」[1-2]。為避免上、下午太陽光電出力急遽變化造成

淨負載的突降及突升，預期電力調度中心須快速地調度快速反應機組補足負載缺口，以防止系統

電力供需產生擾動太大，造成系統頻率漂移過大，引發系統穩定運轉危機。當系統供給能力(實功

率)大於用電需求量(實功率)，電力系統會因快速反應的發電機機組不足或是其反應不及(太慢)，

造成系統內的交流同步發電機超速，引發系統頻率高於額定頻率，反之系統供給實功率能力小於

用電需求量，系統亦會因快速反應機組不足或是反應太慢，造成系統內的同步發電機減速，引發

系統頻率低於額定頻率，這些頻率過度的擾動現象是會引發系統穩定運轉的危機。由上述觀之，

我國電力系統若沒有未雨綢繆的加以因應，電力系統的短時間可快速電力調度能力未來將會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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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困窘之境，屆時將引發系統穩定運轉危機。 

此外，電力系統的區域電壓亦會隨區域無效電力需求而變動。當區域系統無效電力不足時，

區域電壓會下降，反之，無效電力過多則造成區域電壓上升。過去電力公司為穩定區域電壓，往

往會加裝實體的虛功補償器來因應，這些補償器一般是由被動性電感及電容等組件建構而成，其

體積大較佔空間，需額外的設置成本，且虛功補償量往往不是過大就是不足，無法做到較精確的

補償。 

為因應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快速建置下所引發系統頻率漂移問題及其所導致系統穩定運轉的

危機，電力公司被預期可能會建置短時/快速反應的水、火力備轉機組，以及會安裝實體的電感性

及電容性之虛功補償器以因應區域電壓的變動，然而在生態與環境保護前提下，在台灣可供開發

為水力電廠(備轉機組)地點已不多，而可快速反應之火力備轉機組的建置又有違反京都議定書及

巴黎氣候協定對排碳量的管制，而安裝實體的電感及電容性之虛功補償器，其體積大又較佔空

間，且需額外的設置成本，因此，考慮研發具最大功率點及實功率與虛功率調度操作能力之光伏

發電系統是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最大功率點調度操作功能可使光伏發電系統裝置用戶產生最大

的發電效益，實功率調度操作功能可因應系統實功率需求的變動以穩定系統頻率及維持運轉安

全，而虛功率調度操作功能可因應系統虛功率需求的變動以穩定系統的運轉電壓。 

在太陽光電能應用技術中，須追蹤太陽能電池模組的最大功率點[3-6]，提升太陽能發電的整

體效率。太陽能電池的輸出電流和輸出電壓關係呈現非線性特性，因此利用不同的控制法則，在

多變的大氣環境下來對太陽能電池作最大功率追蹤，並將太陽能電池所得到的能量透過併網型變

流器(Inverter)將電能轉換為相對日照量之注入正弦電流至電網，來達到與市電併網的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已被廣泛研究。Mohammad A.S. Masoum 等人[7] 曾運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率下之電流

與其短路電流為線性關係來執行最大功率點追蹤，該文獻利用升壓及/或降壓轉換器(Boost/Buck 

Converter)調節太陽能板輸出功率至電阻負載或直流馬達負載，直至 PV 板產生最大功率，雖然此

法證實有效，但為取得 PV 板的短路電流，有一並聯開關(shunt switch)被置於太陽能板與升壓及/

或降壓轉換器之間以便進行太陽能板短路電流的取樣，當開關動作則太陽能板短路且進行取樣短

路電流，但同一時間太陽能板與負載之間會發生短暫中斷供電，致使太陽能光電系統有不連續運

轉疑慮。其他太陽能最大功率點追蹤法，目前被採用較多者為擾動與觀察法 [8-10]、增量電導法

[11-12]，而三點權位法[13]亦有被採用。 

過去發展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大多數研究者僅著重於最大功率點追蹤的議題，其他搭配的相

關議題則較少著墨。近年來，於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導入虛功補償及電力品質等議題亦陸續

被提出。文獻[14]藉由修正式的增量電導法及虛功補償方式同時完成最大功率點追蹤、相位同步

化及諧波降低之功能。A. Cagnano 等作者[15-16]亦以虛功補償方式，藉由最佳化過程最小化系統

損失。透過變流器進行虛功控制以降低電流諧波及電磁干擾也出現於文獻 [17]中。R. A. 

Mastromauro 等作者[18]透過反覆式的控制器促使 PV 系統得以支撐併網系統電壓及補償諧波失

真，以及藉由修正式的增量電導法控制變流器輸出電壓之相位，調控 PV 系統輸出功率達最大功

率點。文獻[19]作者提出控制注入系統虛功方式以減輕系統故障時的電壓驟降。藉由虛功率的最

佳化控制用以改善系統操作的穩定度與可靠度亦於文獻[20]中提出。文獻[21]作者也透過分散式最

佳調度的控制概念，調節 PV Inverter 輸出的實功率與虛功率來獲取好的系統特性。另外，透過

PV 系統變流器的虛功率調節亦可獲致最小化系統損失亦於文獻[22]中出現。綜合前述文獻觀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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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於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中導入虛功補償功能，可在不用太增加系統硬體設施下卻可獲得

支撐併網系統電壓、改善電力品質及系統特性等額外的正面效益。 

目前國內在太陽光電發電的實用系統中大多數仍僅著重於控制最大功率的產出且 PV 發電廠

彼此間各自運作，對於可能出現的系統頻率漂移問題及其所導致系統穩定運轉危機並未賦予應有

的因應機制；除此之外，PV 實用系統甚少對可產出的無效功率進行調控運用，因此存在改善空

間。作者曾於 2018 年發表”透過無線通訊網路實現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之實功率調度”之文

[23]，該文所述及之實功率調度可因應系統電力供需遽然大幅擾動，進而有穩定系統頻率能力。

現今，作者將於本次研究中研發一套可由調度人員進行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度之光伏發電系

統，此種可於行動過程中遠程調度之光伏發電系統具最大功率點(MPP)及實功率(P)與虛功率(Q)

調控能力。文中將藉助無線通訊網路的技術，提供電力調度人員與 PV 發電系統間溝通的橋樑，

讓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選擇最大功率點調度操作獲得最大的發電效益，或選擇於系統電力

(實功率)供需劇烈變動時進行 PV Inverter 的調控，適時調節 PV Inverter 輸出的實功率，儘速再

平衡系統電力供需，進而抑制系統頻率漂移及穩定系統運轉安全，亦或選擇虛功率調度功能進行

PV Inverter 虛功率的調控，由此穩定系統電壓、改善電力品質及系統特性等。 

 

二. 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架構 

 所研發的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度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示意圖如圖 1，它包括用戶自設

的太陽能板(PV)、感測電池(SC)、直流-交流轉換器(變流器 Inverter)及其控制系統(Control system)、

濾波電感 L 與併網的市電電源 vs。所持之研究方法是於光伏(PV)發電系統(亦稱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設置可最大功率點(Maximum Power Point 簡稱 MPP)及可指定實功率(Active Power Assigned 簡稱

Pa)及可指定虛功率(Reactive Power Assigned 簡稱 Qa)運作功能於控制系統中，讓電力調度人員

(Dispatcher)進行現場或遠程的電力調度作業。這些電力調度功能是透過光伏發電系統的電力調度

員之 MPP/Pa&Qa 指令的下達且以無線的通訊網路方式傳遞至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端來對

Inverter 進行控制予以實現。採無線的通訊網路方式進行實功率及虛功率的遠程調度，可避免 PV

發電系統在設置地點與空間上之限制，以及有利於 PV 發電系統現場朝向無人化作業來發展，這

些是可降低整體 PV 發電系統往後的營運成本。所研發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可依據系統的實際

需求由電力調度員隨時、隨地、機動又便利地對 PV 發電系統於廠內(現場)或外(遠端)進行實功率

及虛功率之行動調度。 

市電

Control

System

Inverter

太陽能板

To 電力公司
To 併網型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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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度之光伏發電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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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流器及其控制 

變流器及其控制方式如圖 2，其中變流器採單極式 PWM 切換(Unipolar PWM Switching)方式，

正弦波之控制信號 vcon (為 vsin 及-vsin)與三角波之載波(vtri)信號經比較器及反相器後產生互補式脈

寬調變(PWM)信號 PWMA+、PWMA-、PWMB+、PWMB-，這些信號經驅動器放大後用以驅動電

子式功率開關 A+、A-、B+、B-，控制變流器的輸出。變流器實際的輸入電壓 Vdc 將由太陽能(光電)

板提供，其輸出電壓 vI 則會透過濾波電感 L 與市電電源 vs 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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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流器控制方塊圖 

 

 

正弦波控制信號 vcon (為 vsin 及-vsin)與三角波之載波 vtri 信號 

圖 2 變流器及其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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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流器模型 

         

 

變流器電壓增益  

其中    為載波信號之最大值。 

 

四. 最大功率點(MPP)工作模式 

太陽能光電版(簡稱太陽能板)之 P-I 曲線如圖 3，圖中產生最大功率 mpP 的電流為 mpI ，而短

路電流為 scI 。ㄧ般要控制太陽能板在最大功率點工作，可經由偵測太陽能板工作電流是處於 mpI

左右兩側的那一邊來下達決策。當太陽能板工作於 mpI 左側方，代表它仍有餘力，故應作增載反

應；反之，工作於 mpI 右側方，代表太陽能板已過度承擔負載，故應作減載反應；而當工作於 mpI ，

則代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的功率輸出。 

 

               P PV

               I mp

Pmp

               IPV

               減載               增載

               I sc               0
 

圖3 太陽能板之P-I曲線 

 

本研究依據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與其短路電流具線性關係[7]，但以另ㄧ種感測太

陽能板短路電流的方式來獲取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24]，其方法是利用一感測電池

(Sensing cell 簡稱 SC)安裝於太陽能板 PV 的同一平面，如此能讓太陽能板 PV 與感測電池 SC 處

於相同的週遭環境(相同日照與大氣溫度)；此外感測電池是選用構成太陽能板(模組)的基本單元

(即太陽電池晶片)，因此具有同太陽能板的各項電氣參數，使得藉由感測電池短路電流( scsI )的量

測，可換算為太陽能板 PV 的短路電流( scI )，進而可取得太陽能板 PV 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 mpI 。

有關取得太陽能板在任意工作條件下之最大功率點電流 mpaI 方式，其流程如圖 4 [24]，其中， MI

為太陽能板或感測電池的電流因數， mptI 、 sctI 為太陽能板在標準工作條件下(AM 1.5,1000W/m2 , 

25
 。

C)之最大功率點電流與短路電流，而 scstI 則為感測電池在標準工作條件下之短路電流，它們

都是已知參數(出廠時廠商會提供)，另外，感測電池在任意工作條件下之短路電流 scsaI 可由現場

量測感測電池來取得，至於任意工作條件下太陽能板的短路電流 scaI 是可藉由量測感測電池的短

路電流 scsaI 及已知的參數 sctI 、 scstI 來換算取得。 

tm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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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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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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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取得太陽能板 PV 最大功率點電流 mpaI 之流程圖 

 

既然 mpaI 可透過圖 4 取得，那麼只要將太陽能板 PV 控制於此電流值下工作，即可取得此一工作

條件下的太陽能板最大功率輸出。 

最大功率點(MPP)工作模式的下達，本研究是透過 PV 發電系統的電力調度員之 MPP/Pa&Qa 

指令以無線的通訊網路傳遞方式來進行，因此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就可經由變流器 Inverter

的調控，獲得最大功率的輸出，取得最大的發電效益。 

 

五. 指定實功率與指定虛功率工作模式 

假若市電電壓源 ( )sv t 及注入市電電流 ( )si t 分別為 

 

  

 

在不考慮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諧波前提下，由圖 1 知悉變流器的輸出電流 ( )Ii t 等於注入市電電流

( )si t ，即 ( ) sin( ) ( )I I I si t I t i t = + = ， 

若將 ( )Ii t 乘以 2sin t 得 

  

  

 

 

此式的平均值即為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有效電流量，即 

Re( ) [ *(2sin )] cosI I I Ii Avg i t I = =   ---------------- (1) 

 

 

 

( ) sin

( ) sin( )

s s

s s s

v t V t

i t I t



 

=

= +

*(2sin ) sin( )*2sin

[cos( ) cos( )]

cos cos(2 )

I I I

I I I

I I I I

i t I t t

I t t t t

I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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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 ( )Ii t 乘以 2cos t 得 

 

  

 

 

此式的平均值即為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無效電流量，即 

Im( ) [ *(2cos )] sinI I I Ii Avg i t I = =   ---------------- (2) 

 

注入市電的實功率 PS 與虛功率 QS 分別為 

 Ps=(1/2)*Vs*Re(is)= (1/2)*Vs*Re(iI)     ---------------------- (3) 

 Qs=(1/2)*Vs*Im(is)= (1/2)*Vs*Im(iI)     ---------------------- (4) 

 

由於併網的市電電壓 sV 為已知，故所要指定(調度)注入市電的實功率與虛功率值，由式(3)

及(4)知悉，可分別透過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有效電流量 Re( )Ii 與無效電流量 Im( )Ii 的調控

方式來達成。實功率的電力指定(調度)量(Pa)由式(1)及式(3)知悉可由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大

小 II 或/與相角 I 的調控予以達成，本研究採大小 II 控制方式來進行實功率調控。虛功率

的電力指定(調度)量(Qa)由式(2)及式(4)知悉亦可由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大小 II 或/與相角

I 的調控予以達成，本研究採相角 I 控制方式來進行虛功率調控。 

    由式(2)可知相角 I 為正(0∘≦ I ≦90∘)時，則對應的無效電流量為正值，反之(-90∘

≦ I ≦0∘)則為負值。圖 5 提供變流器輸出電流 ( ) sin( )I I Ii t I t = + 與其有效成份

Re( )Ii 、無效成份 Im( )Ii 以及市電電壓 ( )sv t 之間的相量關係圖，其中相角 I 為正代表電

流 Ii 超前電壓 sv ，反之為負則代表電流 Ii 落後電壓 sv 。 

 

Im θ

Re 

 

圖 5 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 Re( )Ii 、 Im( )Ii 與市電電壓 ( )sv t 之間的相量關係圖 

 

    指定實功率 Pa 與指定虛功率 Qa 工作模式的下達，本研究是透過 PV 發電系統的電力調度員

之 MPP/Pa&Qa 指令以無線的通訊網路傳遞方式來進行，因此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就可經

由變流器 Inverter 的調控，獲得所需的實(有效)功率與虛(無效)功率調度量，進而用以協助穩定系

統頻率與運轉安全以及用以改善系統的電力品質與系統特性等。 

 

六. 實功率與虛功率操作之控制架構 

圖 6 為光伏(PV)發電系統之實功率與虛功率操作之控制架構。圖中，實功率控制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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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_Control 內包含最大功率點(MPP)及指定實功率 Pa 的兩種工作模式，它決定變流器輸出電

流參考值
*

Ii 的大小
*

II 用以調控注入市電系統的實功率量，而虛功率控制方塊 Q_Control 則提

供變流器輸出電流參考值
*

Ii 的相角
*

I ，此相角
*

I 控制相移器(Phase shifter)的移位角度用以

調控注入市電系統的虛功率量。相移器的輸入信號為一 sin t 波形，它是市電電壓 sv 經正弦

波產生器(sine wave generator)後所產生，它與市電電壓 sv 同相位。相移器隨後輸出一已經相

位(相角)移動的正弦波
*sin( )It + 信號，此相移的正弦波與 II 

相乘，獲得變流器輸出電流

的參考信號 )sin( ***

III tIi  += 。電流參考值 Ii


與迴授的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比較，經電流

控制器 G(s)，產生正弦脈寬調變(SPWM)電路所需控制信號 conv 的迴授量 ,con fbv 部分，另ㄧ

順向量部份 ,con ffv 則由 sv 經1/ PWMK 方塊提供。
PWMK 為變流器(Inverter)的電壓增益。控制電

壓 conv 與三角波 triv 經 SPWM 電路產生驅動變流器之觸發信號，此信號觸發變流器內部電子

式功率開關，促使太陽能板輸出最大功率或變流器輸出指定的實功率與指定的虛功率量進入

市電系統中以因應電力系統之電力需求，改善系統的電力品質或特性與穩定系統的運轉安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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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實功率與虛功率操作之控制架構 

 

圖 6 中之 P_Control 控制方塊內部的控制流程如圖 7。圖 7 中，透過 MPP_Control 控制

方塊可進行最大功率點控制操作，或利用 P_Assigned Control 控制方塊來進行指定實功率控制

操作。圖 7 中的 MPP_Control 控制方塊，它利用圖 4 所決定出任意工作條件下的太陽能板最

大功率點電流 mpaI 與實測工作中的太陽能板電流 PVI 做比較，其產生的誤差電流為 eI ，當 eI

為正，代表太陽能板工作於 P-I 曲線圖最大功率點的左側方，這表示 PV 板仍有餘力可做增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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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因此變流器輸出電流參考信號 Ii


進行增幅(電流大小
*

II 增加)操作；反之 eI 為負，代表

太陽能板工作於 P-I 曲線圖最大功率點的右側方，這表示太陽能板已過度承擔負載，它應做

減載反應，故 Ii


進行減幅(電流大小
*

II 減少)操作。 eI 為零則代表到達最大功率點，
*

II 維持

原大小值。誤差電流 eI 經增/減載(調幅)增益方塊 K1 (為一正值量且控制太陽能板的增/減載幅

度) 之後產生 Ii


對應的調幅量 II  ，之後與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大小 II 相加後，產生變流

器輸出電流參考信號 Ii


之大小
*

II 。圖 7 中的 P_Assigned Control 控制方塊，它將所欲注入市

電電流 si 的有效電流 Re( )sdi 與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有效電流 Re( )Ii 做比較，產生的誤差量

經調幅增益方塊 K2 之後產生
*

Ii 對應的調幅量 II ，假若 II 為正，代表當時變流器提供的

有效電流 Re( )Ii 不足以補償欲注入市電電流 si 的有效電流量 Re( )sdi ，因此將此 II 加上當

時的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之大小 II ，變流器產生新的輸出電流 Ii 之參考大小
*

II  ，之後由(1)

式得知可獲得正增量的有效電流 Re( )Ii 反應，反之 II 為負則代表變流器提供負增量的有效

電流 Re( )Ii 反應，因此變流器所提供的正、負增量的有效電流 Re( )Ii 反應，將可用以補償欲

注入市電電流 si 的有效電流 Re( )sdi ，滿足所欲注入市電的實功率調度量。所欲注入市電電

流 si 的有效電流 Re( )sdi 可由所欲調度的實(有效)功率之值來換算取得。圖 7 中，可藉由

MPP/Pa Selector 來選擇最大功率點(MPP)或指定實功率(Pa)其中之一者來進行實功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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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P_Control 控制方塊內部之控制流程 

 

   圖 6 中之 Q_Control 控制方塊內部之控制流程如圖 8。圖 8 中將所欲注入市電電流 si 的

無效電流 Im( )sdi 與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無效電流 Im( )Ii 做比較，產生的誤差量經調相增益

方塊 K3 之後產生
*

Ii 對應的調相量 I ，假若 I 為正，代表當時變流器提供的無效電流不

足以補償欲注入市電電流 si 的無效電流量 Im( )sdi ，因此將此 I 加上當時的 I ，變流器產

生新的輸出電流 Ii 之參考相位
*

I ，之後由(2)式得知可獲得正增量的無效電流 Im( )Ii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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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I 為負則代表變流器提供負增量的無效電流 Im( )Ii 反應，因此變流器所提供的正、

負增量的無效電流 Im( )Ii 反應，將可用以補償欲注入市電電流 si 的無效電流 Im( )sdi ，滿足

所欲注入市電的虛功率調度量。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相角(或相位) I 與其調相量 I 相加

後，產生變流器輸出電流參考信號 Ii


的參考相角
*

I ，此相角
*

I 控制相移器(Phase shifter)的

移位角度。所欲注入市電電流 si 的無效電流 Im( )sdi 可由所欲調度的虛(無效)功率之值來換

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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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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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Q_Control 控制方塊內部之控制流程 

 

     取得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有效電流量 Re( )Ii 及無效電流量 Im( )Ii 的實現流程如圖 9

及圖 10。這些實現流程圖中所需要的弦波函數 sinωt 與 cosωt，可利用市電電壓 vs 分別經

正弦波及餘弦波產生器給予提供。圖中的 Ii 是變流器輸出電流的回授信號，而 Avg.方塊圖

則進行平均值計算功能。   

x Avg .
Re 2 ωt)

x
sine wave
generator

2

2 ωt
  ωt

 

圖 9 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有效電流量 Re( )Ii 之實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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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的無效電流量 Im( )Ii 之實現流程 

 

    變流器的系統控制，本研究是採用 Matlab/Simulink 即時控制系統的方式(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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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ased control 方式)來進行，以簡化系統控制的複雜度。 

 

七. 智慧型行動裝置執行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 

    目前國內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使用網路進行資訊傳遞的利用，大部分僅侷限於系

統運轉中各狀態的顯示與告警功能(如雲端監視系統)等，甚少透過網路對 PV 系統主功能(如

有效功率與無效功率)來進行調控，且其資訊的傳遞路徑是採有線的實體路徑，因此常造成

故障發生後線路查察的困難等缺失。有鑑於此，激發本創意構想的提出(即實功率及虛功率

可遠程調度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開發)。 

    自從 Google 開放 Android 搭載於手機，許許多多 Android 應用程式的創作與開發相繼

的出現，其中 App Inventor 2 為 Android 應用程式創新發明者提供了使用瀏覽器的整合開發

環境，不僅所需之軟體完全免費，使用者只要具有網路連線功能，就能隨時隨地上網進行專

案的開發。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的建置，一般會設置在建築物上方及偏遠的荒廢空曠地

上或魚塭及水庫等水面上等。這些地點要建置可由遠端指派電力之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就必須架設實體的通訊網路線路，但要在既設建築物上重新鋪設管線路徑，就會有破壞原建

築物之結構且施工較不易的困擾，以及在偏遠的荒廢空曠地上或魚塭及水庫等水面上的 PV

系統也未必有實體的通訊網路線路可到達，因此增添可由遠端指派電力之併網型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設置實現的難度。為解決此一難題，本研究將藉助 App Inventor 2 來開發 Android 應

用程式於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度上，其所需之通訊信號連

結，將運用智慧型手機為 PV 發電系統進行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它可不受系統設置位置與

空間上之限制，可適用於任何地點之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以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作為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簡稱 GCPVGS)裝置用戶與電

力調度人員之間進行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的示意圖如圖 11。圖中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

置用戶內部之微控器(micro-controller)透過藍芽(Bluetooth)裝置接受 GCPVGS 裝置用戶現場調

度人員手機(Site Smartphone)下達的調度指令(工作模式 mode、實功率調度量 Pd、虛功率調度

量 Qd、超前或落後虛功率符號 Qsign)後，將命令 GCPVGS 進行相對應的電力調度作業，同一

時間，現場(廠內)調度人員手機亦會將這些調度指令伴隨感測電池所提供之短路電流量 Icell

透過行動上網方式及事先撰寫好的 App Inventor 2 程式[25]，自動地以無線通訊網路傳遞至網

路雲端資料庫。而遠離 GCPVGS 裝置用戶地區的電力調度人員則可透過身邊的智慧型手機

(Remote Smartphone)，同樣以行動上網方式及事先撰寫好的 App Inventor 2 程式自動地進入雲

端系統的資料庫抓取這些電力資訊(Icell、mode、Pd、Qd、超前或落後虛功率符號 Qsign)顯示於

手機螢幕，據此提供遠程調度人員下達電力調度時的參考。同樣地，遠程(廠外)調度人員透

過身邊手機(Remote Smartphone)亦可以無線通訊網路方式下達遠程電力調度資訊 (工作模式

mode、實功率調度量 Pd、虛功率調度量 Qd、超前落後性虛功符號 Qsign)且置放於網路雲端資

料庫，之後透過現場調度人員手機(Site Smartphone)自動地進入雲端系統的資料庫抓取電力調

度資訊(mode、Pd、Qd、超前落後性虛功符號 Qsign)，經手機內建藍芽、GCPVGS 裝置用戶內

建藍芽裝置及微控器後，命令 GCPVGS 進行相對應的電力調度作業。網路雲端資料庫可接受

及保存現場及遠程調度人員傳遞過來的調度資訊，同時允許現場及遠程調度人員身邊的智慧

型手機以無線通訊網路方式前來檢索及探知目前系統調度資訊及日照強度概況，以便各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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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適當的電力調度指令。電力調度人員依據市電系統需求及感測電池所提供之短路電流量 Icell

資訊，決定電力調度的工作模式(即 MPP/Pa&Qa 模式)以及調度命令的下達。假若指令資訊為

MPP，則 GCPVGS 裝置用戶進行最大功率點工作模式的操作；反之為 Pa 及/或 Qa 指令資訊，

則 GCPVGS 裝置用戶進行指定實功率(Pa)及/或指定虛功率(Qa)工作模式。 

本研究主要工作在於建置一可供 PV 系統進行 MPP/ Pa&Qa 工作模式的實功率及虛功率

可遠程調度環境，由此用以維持電力系統的電力品質、系統特性與運轉安全等，至於調度人

員依據市電系統需求所形成之調度決策過程的工作並不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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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GCPVGS 裝置用戶之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示意圖 

 

八. 實測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系統總計使用了 7 片 10 W 的太陽光電板，其中 6 片串接而成發電用的太陽能板 PV，

另外一片則當作感測電池 SC。7 片太陽光電板以同一平面向南傾斜 23.5°來架設，每片太陽光電

板之標示規格：開路電壓 Voc= 21.6 V，短路電流 Isc=0.63 A，最大功率點電壓 Vmp= 17.2 V，最大

功率點電流 Imp= 0.58 A，最大功率點功率 Pmp= 10 W。研究系統中的變流器(Inverter)是利用

JUBILEE PE-8A 電力電子訓練系統設備中的單相電力轉換模組來改裝，它的切換頻率=10 KHZ，

三角波 vtri 之最大值 V5vtm = ；濾波電感器 L=3 mH；電流感測模組的增益 kS=0.2V/A；電壓感測

模組的增益 kV=0.02V/V；太陽能板 PV 的電流因數由前述標示規格的 Imp 及 Isc 值換算得知為

MI=0.92；變流器(Inverter)的電壓增益 KPWM=VPV/vtm；比例型電流控制器之增益值設定為 kP =12；

電網電壓 vs 是經由 110V/36V 降壓變壓器取得。 

本研究的實測工作於 2020 年 11~12 月份進行。首先來決定實功率與虛功率操作控制系統中

的 K1、K2 及 K3 增益值，其決定之說明如後所述。先決定 MPP_Control 控制方塊中的調幅增益

K1，該增益值可參考文獻[24]在單純的 MPP 工作模式下， 針對不同 K1 值於某實際日照條件下執

行最大功率追蹤後，所獲致最大的最大功率輸出時所對應的 K1 將被採用，據此，該文獻所決定

之值 K1=1.65 將在本研究中被採用。其次決定 Q_Control 控制方塊內的調相增益 K3，在搭配 PV

板能獲致最大功率輸出的控制條件下(即最大功率點追蹤控制下其 K1=1.65)，針對不同 K3 增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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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欲調度的不同虛功率量(Qd)下進行虛功率調度，其注入市電的虛功率調度結果如表一，表中

顯示 K3 =100 以上時可使所欲調度的不同虛功率量(-20、-10、0、+10、+20 Var)正確的注入市電系

統，但為避免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相角 I 調整過度反應，採用 K3 =100。表一中的虛功率符號為正

者表示注入市電系統的虛功率為超前性，反之注入虛功率則為落後性。最後決定 P_Assigned 

Control 控制方塊中的調幅增益 K2，在搭配所欲調度的虛功率量 Qd=0 Var 的控制條件下，針對不

同 K2 增益值及所欲調度的不同實功率量(Pd)下進行實功率調度，其注入市電的實功率調度結果如

表二，表中顯示 K2 =15 以上時所欲調度的實功率量 10W 及 20 W 能正確地注入市電系統，而所

欲調度的實功率量為 5 W 時，其注入市電系統的實功率調度誤差(為 0.09 W)較小，但為避免變流

器輸出電流 Ii 的大小 II 調整過度反應，採用 K2 =15。 

 

表一 不同的 K3 及 Qd 下，注入市電系統的虛功率調度結果 

 

 

K3 

Qd (Var) 

-20 -10 0 +10 +20 

5 -26.88 -18.75 -3.13 +12.81 +23.75 

20 -21.88 -12.5 -0.5 +9.38 +19.38 

40 -20.63 -10.63 -0.3 +9.50 +19.50 

60 -20.31 -10.31 -0.2 +9.69 +19.6 

80 -20.19 -10.19 -0.1 +9.88 +19.9 

100   -20.0 -10.0 0.0 +10.0 +20.0 

120 -20.0 -10.0 0.0 +10.0 +20.0 

 

表二 不同的 K2 及 Pd 下，注入市電系統的實功率調度結果 

 

 

K2 

Pd (W) 

5 10 20 

2 1.32 6.04 15.09 

5 3.58 7.55 18.11 

8 4.15 8.68 19.25 

10 4.34 9.24 19.43 

12 4.72 9.90 20.0 

15 4.91 10.0 20.0 

20 4.91 10.0 20.0 

 

完成實功率與虛功率操作控制系統中的調幅增益 K1 與 K2 以及 K3 調相增益的設定後，進行實

功率與虛功率調度工作的實際測試。當 PV 發電系統在 MPP 操作及虛功率 Q 調度情境下，針對

幾種不同的虛功率調度工作點(Qd)下，注入市電系統之實功率 Ps 與虛功率 Qs 的調度結果陳列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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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中顯示虛功率調度 Q 誤差百分比介於 -1.74% ~ +5.0% (絕對誤差百分比≦5%)，這算是一

種可接受的結果。另外，當 PV 發電系統在實功率 P 調度及虛功率 Q 調度情境下，針對幾種不同

的實功率/虛功率調度工作點 Pd/Qd 下，其注入市電系統之實功率 Ps 與虛功率 Qs 的調度結果陳列

於表四，表中顯示實功率 P 調度誤差百分比介於 -5.00% ~ 0%(絕對誤差百分比≦5%)，而虛功率

Q 調度誤差百分比則介於 -3.33% ~ +4.29%(絕對誤差百分比≦5%)，這亦是一種可接受的結果。 

表三  MPPT 操作及 Q 調度 

Qd (Var) 

工作點 

調度結果 

Ps(W) / Qs (Var) Q 調度誤差% 

+23 19.3/+22.6 -1.74 

+18 18.2/+17.7 -1.67 

+7 18.2/+7.0 0.0 

0 20.0/0.0 0.0 

-6 15.3/-6.3 +5.0 

-13 20.7/-13.2 +1.54 

-22 20.5/-22.0 0.0 

 

表四 P 及 Q 調度 

Pd (W) / Qd (Var) 

工作點 

調度結果 

Ps(W) / Qs (Var) P /Q 調度誤差% 

22/+17 21.8/+16.8 -0.9/-1.17 

22/-13 21.8/-13.2 -0.9/+1.54 

18/+12 18.0/+11.6 0.0/-3.33 

16/-10 16.0/-9.8 0.0/-2.0 

12/-12 11.8/-12.2 -1.67/+1.67 

10/+7 9.7/+7.3 -3.0/+4.29 

10/-7 9.8/-7.3 -2.0/+4.29 

8/0 7.6/0.0 -5.0/0.0 

6/+7 5.8/+7.0 -3.33/0.0 

6/-7 5.9/-7.3 -1.67/+4.28 

 

在某日照條件下，執行 MPP 操作及虛功率調度分別為-18Var 及+18Var 時之系統響應波形如

圖 12，圖中顯示注入市電系統之實功率在兩種不同虛功率調度下大致上是相等，約為 19.2W 左

右，而 PV 板的輸出功率(Ppv=VpvIpv)亦幾乎相等。在另外一次的不同日照條件下，執行實功率調

度 Pd/虛功率調度 Qd 分別為 15W/0Var 及 15W/+14Var 時之系統響應波形如圖 13，圖中顯示注入

市電系統之實功率在不同虛功率調度下大致上亦是相等，約為 14.9W 左右，而 PV 板的輸出功率

(Ppv=VpvIpv)亦幾乎一致。圖 12 及 13 反應在相同日照條件，不同的虛功率調度量下並不影響注入

市電系統之實功率量，而圖 13 另外反應虛功率調度量大者，其注入市電系統的電流將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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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獲得注入市電虛功率對系統特性所帶來的好處時，應注意變流器輸出電流額定值是否足

夠。 

 

 

 

 

 

(a) Qd=-18Var 

 

 

 

 

(b) Qd=+18Var 

圖 12  MPP 操作及虛功率調度 Qd 為-18Var 及+18Var 時之系統響應波形 

 

 

(a) Pd/ Qd = 15W/0Var 

 

   (b) Pd/ Qd =15W/+14Var 

圖 13 Pd/ Qd 分別為 15W/0Var 及 15W/+14Var 時之系統響應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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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a)為 PV 板執行 MPP 操作及虛功率調度為-18Var 時下之系統響應波形，其注入市電系

統之最大實功率約為 19.2W，為確認 PV 板有完成最大功率點追蹤效果，圖 14 顯示在不同實功率

調度/相同虛功率調度(分別為 18W/-16Var、19W/-16Var 及 20W/-16Var)下的三個工作點時之系統

響應波形，圖中顯示實功率調度量從 19W 調度到 20W 時，注入市電系統的電流會因為實功率調

度量的增加，造成 PV 板為拉升其輸出電流 Ipv 因應致使其輸出電壓 Vpv 有較大的降幅，使得變流

器輸入電壓不足而造成注入市電系統之電流發生畸變(Distortion)現象，這表示 PV 板負載已超過

其最大輸出功率能力，由此觀察得知，PV 板此時注入市電系統之最大實功率應是介於 19W ~ 

20W ，它與最大功率點追蹤結果的 19.2W 是互相吻合的，這驗證了本研究方法在 PV 板最大功率

點追蹤結果上的可接受度。 

 

(a) Pd/ Qd =18W/-16Var 

 

(b) Pd/ Qd =19W/-16Var 

 

(c) Pd/ Qd =20W/-16Var 

圖 14 Pd/ Qd 分別為 18W/-16Var、19W/-16Var 及 20W/-16Var 時之系統響應波形 

 

為以智慧型手機透過無線通訊網路方式進行信號傳輸與控制，採用 App Inventor 2 進行手機

App 程式設計，設計呈現於智慧型手機畫面如圖 15，其中圖 15(a)為 PV 發電系統廠內(現場)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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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度者的手機畫面，而圖 15(b)則為廠外(遠程)電力調度者的手機畫面。廠內、外電力調度者的手

機畫面會同時呈現感測電池的短路電流 Icell 現況值、控制方塊 P_Control 的工作模式(mode)、超前

性與落後性虛功率符號 Qsign、注入市電的實功率調度值 Pd 及虛功率調度值 Qd 的命令現況值，以

便提供雙方調度者進行調度時的參考。當 mode 輸入值為 0 代表是採用指定實功率工作模式注入

市電系統實功率，而輸入值若為 1 時則代表採用最大功率點(MPP)追蹤工作模式注入市電系統實

功率，但此時輸入的實功率調度值 Pd 將不會被執行。當 Qsign=0 代表調度注入市電系統的虛功率

調度值 Qd 是為落後性，而 Qsign=1 代表調度注入市電系統的虛功率調度值 Qd 是為超前性。  

 

 

             

(a) 廠內調度者手機畫面                     (b) 廠外調度者手機畫面 

圖 15 手機 APP 畫面 

 

圖 16(a)為 PV 發電系統廠內(現場)電力調度者以 MPP 操作及指定虛功率 Qd=-18Var 的工作模

式進行調度後現場電力調度者的手機畫面，稍後，廠外電力調度者接手進行遠程的電力調度任

務，且以指定實功率 Pd=13W 及指定虛功率 Qd=+12Var 的工作模式進行電力調度，調度後遠程電

力調度者的手機畫面如圖 16(b)。圖 17(a)顯示圖 16(a)電力調度後的系統響應波形，它經換算得知

注入市電實功率約為 14.5W，而注入市電之虛功率約為-18.1Var 與指定調度虛功率-18Var 接近。

圖 17(b)顯示圖 16(b)電力調度後的系統響應波形，它經換算得知注入市電實功率約為 12.7W 與指

定調度實功率 13W 接近，而注入市電之虛功率約為+12.2Var 與指定調度虛功率+12Var 亦相當。

圖 18(a)為 PV 發電系統廠外(遠程)電力調度者以指定實功率 Pd=13W 及指定虛功率 Qd=-13Var 的

工作模式進行遠程電力調度後遠程電力調度者的手機畫面，稍後，廠內電力調度者接手進行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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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力調度任務，且以 MPP 操作及指定虛功率 Qd=+16Var 的工作模式進行調度後現場電力調度

者的手機畫面如圖 18(b)。圖 19(a)顯示圖 18(a)電力調度後的系統響應波形，它經換算得知注入市

電實功率約為 12.7W 與指定調度實功率 13W 接近，而注入市電之虛功率約為-13.1Var 亦與指定

調度虛功率-13Var 接近。圖 19(b)顯示圖 18(b)電力調度後的系統響應波形，它經換算得知注入市

電實功率約為 14.5W，而注入市電之虛功率約為-16.3Var 亦與指定調度虛功率-16Var 接近。圖

16~19 結果反映了 PV 發電系統以智慧型手機透過無線通訊網路方式進行信號傳輸與控制方式是

可以實現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的實功率及虛功率可遠程調度的工作。 

 

          

(a) 現場電力調度者調度後手機畫面            (b) 遠程電力調度者調度後手機畫面 

圖 16 現場 MPP 操作及 Qd=-18Var 調度後，切換至遠程指定 Pd=13W 及 Qd=+12Var 調度後手機

APP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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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電力調度後(圖 16(a))的系統響應波形 

 

       (b) 電力調度後(圖 16(b))的系統響應波形 

圖 17 顯示圖 16 電力調度後的系統響應波形 

 

             

(a) 遠程指定 Pd=13W 及 Qd=-13Var 調度後      (b) 現場 MPP 操作及 Qd=+16Var 調度後 

圖 18 遠程指定 Pd=13W 及 Qd=-13Var 調度後，切換至現場 MPP 操作及 Qd=+16Var 調度後手機

APP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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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電力調度後(圖 18(a))的系統響應波形 

 

(b) 電力調度後(圖 18(b))的系統響應波形 

圖 19 顯示圖 18 電力調度後的系統響應波形 

 

系統執行調度工作中的某時間點下，APP Inventor 網路資料庫(雲端資料庫)畫面如圖 20。圖 

 

 

圖 20 APP Inventor 網路資料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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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看出 mode=1，Qsign=0 而 Qd=14，這代表系統目前是在進行最大功率點追蹤且虛功率調度量

設定為 -14Var 的工作，在此情況下，任一實功率調度量的設定都不會被執行，另外 Icell=0.35 表

示感測電池的短路電流為 0.35A，它反映出目前是為中等的日照實況，可供電力調度人員下達電

力調度量的參考。 

 

九. 結論 

    本研究透過感測電池短路電流的量測、手機App程式設計及變流器輸出電流之大小(幅度)及相

位的調控，實現併網型光伏(PV)發電系統之最大功率點、指定實功率及指定虛功率的遠程調度工

作。研究過程中建立一實驗性的小型併網型光伏發電系統來進行驗證，經由實測結果顯示，感測

電池所提供的短路電流配合最大功率點(MPP)控制方塊所設定的調幅增益值K1 確實能完成併網

型PV發電系統的最大功率輸出，以及指定實功率(P_Assigned)控制方塊內所決定的調幅增益值K2 

也能有效地調控注入市電的指定實功率，另一方面，指定虛功率(Q_Assigned)控制方塊內所決定

的調相增益值K3 亦能讓注入市電的指定虛功率有效地被指定。實測的調度結果中，顯示所欲指

定實功率/指定虛功率與實際注入市電的實功率/虛功率之間的絕對誤差在 5% 內，PV發電系統的

最大功率點調度運作亦能正常發揮，以及透過手機App程式設計進行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確實

能完成最大功率點、指定實功率及指定虛功率的遠程調度工作。本研發成果可讓電力調度者可隨

時、隨地、機動又便利地進行遠端下達電力調度命令，預期可用以抑制系統頻率漂移及穩定系統

運轉安全，優化電力品質及系統特性等。文中所提之最大功率點、指定實功率及指定虛功率調控

方式，其控制方法簡單，易實現。結合手機App程式設計進行無線通訊傳輸與控制，完成併網型

光伏(PV)發電系統之最大功率點、指定實功率及指定虛功率的遠程調度工作，這是一種創新的設

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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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爐溫度分類 
 

余元利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摘 要 

本文使用具有兩層隱藏層的多層感知器做為深度學習的模型。標籤集有 8 個類別，共有 230

個檔案，總計 1745 筆，而測試集有 36 個檔案，總計 276 筆。資料預處理使每筆的特徵欄位數量

為 50、標籤欄位數量為 8，標籤欄位採用一位有效編碼。標籤集的 80%作為訓練、20%作為驗證，

評估模型的指標是準確率，分類結果顯示：訓練集與驗證集的準確率分別為 100%與 99.7%。 

 

關鍵詞：多層感知器、一位有效編碼、準確率。 

 

Classification of Induction Furnace Temperature 

 

Yen-Li Yih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eng-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Multilayer Perceptron with two hidden layers as a deep learning model. The 

labeled dataset has 8 categories, a total of 230 files, a total of 1745 records. The test dataset has 36 files, 

a total of 276 records. Data preprocessing makes the number of feature columns for each record 50 and 

the number of label columns 8. The label columns use One-hot encoding. 80% of the labeled dataset is 

used for training and 20% is used for validation. The metric of evaluating the model is accuracy.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training dataset and validation dataset are 100% and 

99.7% respectively. 

 

Key Words: Multilayer Perceptron, One-hot encoding, accuracy. 

 

 

一、緒論 

 

深度學習是人工智慧中，成長最快的領域，常見的架構有多層感知器(MLP)、卷積神經網路

(CNN)、遞迴神經網路(RNN)。神經網路[1]-[2]技術早已存在，由於神經網路層數不多(1~3 層)，

導致模型不佳；在 1980~2000 年左右轉而流行支援向量機[3]-[4]。 

隨著電腦各方面技術的提升，1998 年 Lecun, Bottou, Bengio, and Haffner [5]提出 LeNet 神經

網路架構，應用於手寫數字辨識，是卷積神經網路的始祖，隱藏層的激活函數是使用 sigmoid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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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relu，包含兩層卷積層和三層全連接層；2012 年 Krizhevsky, Sutskever, and Hinton [6]使用了

NVIDIA 的 GPU 訓練了 8 層的網路「AlexNet」，在當時影像辨識比賽以將近 10%的差距拿下冠

軍，是帶動深度學習的重要關鍵；2014 年 Simonyan, and Zisserman [7]提出 VGG 神經網路架構，

特點是使用多個 3×3 的卷積層堆疊，來達到 5×5、7×7、9×9 相同的視野，但使用的參數數量卻

可以大幅減少；2014 年 Szegedy et al. [8]提出 GoogLeNet 神經網路架構，最大貢獻在於提出全新

的架構「Inception Block」；2015 年 He, Zhang, Ren, and Sun [9]提出 ResNet 神經網路架構，可以

解決深層網路模型所遇到的退化問題(Degradation problem)；2011年Glorot, Bordes, and Bengio [10]

使用 relu 函數，可以有效避免梯度消失的問題；神經網路目的是找合適的權重與偏置值使損失函

數的損失值越來越小，常用的優化演算法有 GD、SGD、Momentum [11]、AdaGrad [12]和 Adam [13]

等。Momentum 加入運動量的概念；AdaGrad 會根據梯度來調整學習率；Adam 可以視為

Momentum 和 AdaGrad 的結合，面對大多數的問題 Adam 優化器都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2018

年 Recht, Roelofs, Schmidt, and Shankar [14]將訓練資料切分出驗證資料，來做為架構修改的指

標，以避免針對測試指標直接進行設計所造成的「元過擬合」(meta-overfitting)，如此測試資料

所給出的準確度，才會更加符合網路於真實資料下的表現；1992 年 Krogh, and Hertz [15]提出權

重正規化法(weight decay)，來解決過擬合問題；2014 年 Srivastava, Hinton, Krizhevsky, Sutskever, 

and Salakhutdinov [16]提出捨棄模型參數，每次訓練時會隨機捨棄模型中部份參數，如此將可以

有效避免神經網路太過依賴局部特徵。1986 年 Rumelhart, Hinton, and Williams [17]提出「反向傳

遞」(Backpropagation)，它是一種結合梯度下降法更新神經網路權重的方法；2010 年 Glorot, and 

Bengio [18]提出權重初始化方法，該方法被廣泛使用在許多深度學習框架；2015 年 He, Zhang, Ren, 

and Sun [19]提出初始化，該方法為 Glorot 初始化的變形，可以解決 Glorot 初始化在 relu 激活函

數時梯度消失的問題；2015 年 Ioffe, and Szegedy [20]提出批次正規化(Batch Normalization)，它不

僅可以讓網路的收斂速度加快，還可以在一定程度緩解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的問題，進而讓網路

訓練更加容易和穩定。 

 

二、研究動機 

 

以「深度學習」為核心的人工智慧早已進入你我的生活中，例如：手機的語音助理、人臉識

別、自動篩選有趣的新聞、影音平台的每日推薦、智慧居家照護系統、智慧視訊控制系統等等。

其實人工智慧才剛起步而已，根據研究機構 Tractica 預估，全球 AI 的市場規模，將從 2018 年的

81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的 1058 億美元，並且能夠應用到更多的產業，例如：汽車、零售、醫

療、商業、電信、消費、廣告、法律、保險等。 

深度學習之所以這麼受到矚目，據說是因為 2012 年舉辦的大型視覺辨識競賽 ILSVRC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的關係，那年的競賽中，深度學習的手法獲得

壓倒性的優異成績。ILSVR 自 2010 年開辦以來，全球各知名 AI 企業莫不以取得此項比賽最高

名次為殊榮，以宣告其圖像辨識技術已達登峰之境。剛開始是由機器學習及支持向量機等技術逐

鹿，然而就在 2012 年，深度學習之父 Hinto 的高徒 Alex Krizhevsky 首次採用深度學習架構參與

此競賽，並以極大的差距擊敗了使用支持向量機技術 Xerox Research Centre Europe 隊伍，自此以

後，揭開了深度學習吸引全球關注嶄露頭角的布幔。ILSVRC 競賽所使用的資料集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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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Net，每年會從超過 1400 萬張 full-sized 且標籤的相片中，取出部份樣本進行比賽。競賽中

評比的 Top-5 error rate 分數，其計算方式是每位參賽者針對某張圖片進行預測，所給出的五個最

有可能的預測中，若有一個為正確就算答對，若沒有一個正確則算錯誤。 

下面介紹自 2012 年開始展露頭角，並技冠群雄的歷屆深度學習模型。2012 年於競賽中初試

啼聲的深度學習網路 Alexnet，以 Top-5 錯誤率 15.4% 超過 10%的懸殊差距，輕取 Xerox 團隊所

使用的支持向量機技術，而奪下桂冠；Alexnet 層數不多僅有八層，架構相當類似 Yann LeCun

用於識別手寫數字的 LeNet，但是 Alexnet 首度使用了下列幾項影響深度學習深遠的技術，且沿

用至今：1. 使用 ReLu 取代了 Sigmoid 及 Tanh；2. 使用 Dropout 技術；3. 使用 Image augmentation

技術；4. Pooling 採用 max pooling；5. 使用兩片 GTX 580 GPU，針對 1,500 萬張相片、22,000

種類別，運行一個星期訓練完成。2013 的冠軍是由來自 New York University 的 Matthew Zeiler

及 Rob Fergus 取得，他們建構的模型稱為 ZFnet，成績為 11.2%；ZFnet 架構是由 Alexnet 修改而

來，因此兩者架構相當近似，其差異在於：1. 不同於 Alexnet 第一層卷積使用 11×11 的 filter，

ZFnet 改用較小的 7×7 filter，以保留更多的原始圖片資訊輸入；2. 隨著層數加深，應用更多數量

的 filters，例如，從第 3 至第 5 層的卷積，Alexnet 用了 384、384、256 個 filters，ZFnet 則增加

到 512、1024、512；3. ZFnet 亦使用 relu 作為 activate，但 Loss function 則使用 cross-entropy loss。

2014 年的冠軍是 Google 提出的 GoogLeNet，創新之處在於大量使用 Inception，它是一種 network 

in network 的架構，針對輸入資料同時併行不同 filter 尺寸的卷積處理和 max pooling，最後再進

行級聯，這讓系統在同一層能取得不同 level 的特徵。2015 年的冠軍是微軟研究院開發的 ResNet，

中文多半翻譯為殘差網路，創新之處在於解決當神經網絡的深度持續增加時，所出現的

Degradation 問題，亦即準確率隨著深度增加後，到了某個深度後會達到飽和無法提昇，若再持

續增加深度，反而會導致準確率下降，其原因不在 over-fitting，而是增加 training layers 反而帶來

的 training errors。2016 年是由中國的 CUImage 提出的 GBD-Net 拿下，但由於僅僅較前一年的

ResNet 提昇了 2.2%，且也無值得稱頌的創新概念，因此 GBD-Net 無法如同歷屆其它 model 一樣

成為經典之作。2017 年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奇虎 360 合作的 SeNet 以 2.3% top-5 error rate 取

得冠軍，錯誤率較前兩年的 ResNet 減少了 36%，創新亮點在於依據 loss function 的學習，來調

整不同屬性的特徵權重，讓有效的 feature map 權重加大，無效或效果小的 feature map 權重變小，

使得模型訓練達到更好的結果。 

由於深度學習技術的日益發展，在 ILSVRC 的比賽成績屢創佳績，其錯誤率已經遠低於人

類視覺，是故大家對電腦視覺技術的期待，由相當成熟的 image identification 轉向尚待開發的

image understanding。本研究之動機即希望能藉由「感應爐溫度分類」計畫之執行，來學習深度

學習。 

 

三、研究目的與方法 

 

1. 研究目的 

「2019 全國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競賽」為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及教育部共同指導舉辦，

由漢翔航空、東台精機、公準精密、上銀科技及儀科中心贊助競賽獎金，並提供實證場域數據，

透過產業出題促進國內大學校院學生及企業、學研機構接軌產業的實際應用，以創造產官學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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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交流與學習成長的新模式。競賽總獎金高達 220 萬，參賽團隊分為「企業與學研機構組」及「大

專與研究生組」二大組別，每組首獎獎金新台幣 50 萬元，並頒給教育部獎狀。 

「企業與學研機構組」獲獎團隊：IVC(中央研究院)、油戲戰隊 Beta(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大專與研究生組」獲獎團隊：佬酥貢愛蛀蟻哦(國立高雄科技大學)、50 萬的三用電錶 (國立中

央大學)、神奇小貓(國立中山大學)、noname (國立中興大學)。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是希望透過計畫的執行，來評估參加「2020 全國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

競賽」的可行性。 

2. 研究方法 

深度學習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深度學習架構 

 

(1)數據集 

數據集是記事本檔案，包括標籤集與測試集。 

(2)資料預處理 

a. 同一個檔案內，若每行內相鄰兩列溫差絕對值大於25，下列溫度用同列其它溫度的平均值

取代。 

b. 找出標籤集的最高溫度370.1與最低溫度63.1。 

c. 每筆資料特徵欄位數量都是50，即C0~C49。 

C0：大於(70+48*6)的溫度個數。 

Cj：介於(70+(48-j)*6)和(70+(49-j)*6)之間的溫度個數，其中j=1, 2, …, 48。 

C49：小於70的溫度個數。 

d. 標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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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料預處理結果如表一所示。 

表一 資料預處理結果 

  

  

 

(3)多層感知器模型如圖 2 所示。 

 

圖 2 多層感知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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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作深度學習時所需的計算，包括前向傳播與反向傳播。前向傳播計算是從輸入層開始，

逐漸往輸出層進行傳播，輸入層神經元對應的權重進行加權和運算後，加上一個偏置項，再通過

一個非線性激活函數，得到第一隱藏層神經元的輸出，同理得到第二隱藏層、輸出層的結果，最

後再根據輸出層的預測值與標籤值之間的差異來計算損失函數；反向傳播是計算損失函數對權重

和偏置的梯度，進而更新權重和偏置，計算是從更新輸出層與第二隱藏層之間的權重和偏置開

始，其次更新第二隱藏層與第一隱藏層之間的權重和偏置，最後再更新第一隱藏層與輸入層之間

的權重和偏置。迭代至損失函數收斂為止。 

a. 前向傳播 

輸入層 X 為 50 個神經元的 1×50 矩陣；第一隱藏層 H1為 160 個神經元的 1×160 矩陣，

權重 U 是 50×160 矩陣，偏置 B1是 1×160 矩陣，激活函數 relu；第二隱藏層 H2為 80 個

神經元的 1×80 矩陣，權重 V 是 160×80 矩陣，偏置 B2是 1×80 矩陣，激活函數 relu；輸

出層 Y 為 8 個神經元的 1×8 矩陣，權重 W 是 80×8 矩陣，偏置 B3是 1×8 矩陣，激活函

數 softmax；標籤T以One-hot encoding表示；L是損失函數，使用Categorical Cross-Entropy

作為損失函數；C 是類別數量；N 是一個批次的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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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學習率； Product Hadamard: ，即矩陣中對應的元素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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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標籤欄位原本是 G11、G15、G17、G19、G32、G34、G48、G49 等 8 個類別。為了將類別

的資料轉成數字，而讓程式能夠更好的去理解及運算，使用 One-hot-encoding 轉換為 8 個 0 或 1

的組合。G11 轉換後是 10000000(類別 0)；G15 轉換後是 01000000(類別 1)；G17 轉換後是

00100000(類別 2)；G19 轉換後是 00010000(類別 3)；G32 轉換後是 00001000(類別 4)；G34 轉換

後是 00000100(類別 5)；G48 轉換後是 00000010(類別 6)；G49 轉換後是 00000001(類別 7)。分類

模型的評估採用準確率，其定義為分類正確的樣本數占總樣本數的比例。 

1. 訓練集 

訓練集包含類別「0」116 筆、類別「1」169 筆、類別「2」91 筆、類別「3」200 筆、類別

「4」203 筆、類別「5」209 筆、類別「6」192 筆、類別「7」216 筆，計 1396 筆，準確率 100%，

混淆矩陣如表二所示。 

 

表二 訓練集混淆矩陣 

 

 

2. 驗證集 

驗證集包含類別「0」29 筆、類別「1」38 筆、類別「2」28 筆、類別「3」38 筆、類別「4」

53 筆、類別「5」55 筆、類別「6」52 筆、類別「7」56 筆，計 349 筆，只有 1 筆預測錯誤，準

確率 99.7%，混淆矩陣如表三所示。 

 

表三 驗證集混淆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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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集 

測試集每個檔案有 5~8 筆數據，同一檔案的數筆數據屬於同一類別，預測方法如下： 

(1)把每個檔案的數筆數據放入已訓練好的模型去預測。 

(2)把每個檔案數筆數據預測結果的最多數當成該檔案的類別。 

(3)36 個檔案預測結果如下： 

[0 0 0 0 0]、[0 0 0 0 0]、[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2 2 2 2 2 2 2 2]、[2 2 2 2 2 2 2 2]、[3 3 3 3 3 3 3 3]、[3 3 3 3 3 3 3 3]、[4 4 4 

4 4 4 4 4]、[4 4 4 4 4 4 4 4]、[4 4 4 4 4 4 4 4]、[4 4 4 4 4 4 4 4]、[4 4 4 4 4 4 4 4]、[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5 5 5 5 5 5 5 5]、[5 5 5 5 5 5 5 5]、[5 5 5 5 5 5 5 5]、[5 5 5 5 5 5 5 5]、[5 5 5 5 5 5 

5 5]、[6 6 6 6 6 6 6 6]、[6 6 6 6 6 6 6 6]、[6 6 6 6 6 6 6 6]、[6 6 6 6 6 6 6 6]、[6 6 6 6 6 6 6 6]、[6 6 6 

6 6 6 6 6]、[7 7 7 7 7 7 7 7]、[7 7 7 7 7 7 7 7]、[7 7 7 7 7 7 7 7]、[7 7 7 7 7 7 7 7]、[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五、結論 

 

本文數據來自「2019 全國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競賽-初賽測驗數據。」電腦作深度學習時所

需的時間 7.691000 秒，所需的資源如下：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 i7-7700 3.60 GHz、記憶體 8.00 

GB、作業系統 Windows 7 企業版、keras 模組、pandas 模組、numpy 模組、glob 模組、csv 模組、

time 模組及 python 軟體。數據集劃分為訓練集、驗證集與測試集，使用 keras Sequential 建立模

型、設定 adam 為模型訓練最優化方法，分類結果顯示：測試集 276 筆，準確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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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噴霧式冷卻氣冷式冷凝器改善冷凍系統性能的實驗研
究 

溫茂育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摘 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空氣-水噴霧對氣冷式冷凝器的蒸發冷卻性能的影響。實驗是在固定噴射水

壓力為 1.2MPa 下，3-5 MPa 的空氣噴射壓力(噴霧壓力,P)，2.25-4.4 m / s 的空速和 30-50 cm 的噴

射距離（噴嘴與測試冷凝器表面之間的距離）下進行的。實驗結果表明，隨著噴霧壓力（P）的

增加，排熱率（ ），性能係數（COP）和 COP 的增加百分比（ ）均增加。此外，所有測試

條件下的 COP 隨噴射距離（L）的增加而降低。此外，在當前 P 範圍內，本研究的 值顯示大

約增加了 11.8-12.96％（對於 V = 2.25 m / s），增加了 8.66-11.31％ （對於 V = 3.9 m / s），增加了

7.67-8.58％（對於 V = 4.4 m / s）。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大 值為在 V = 2.25 m / s，其後分別為 V 

= 3.9 m / s 和 V = 4.4m / s。在當前的 P 範圍內，最佳 值分別為在 L = 40cm，其次是 L = 30 cm

和 L = 50 cm。 

關鍵詞：排熱、COP、二流體噴嘴、氣冷式冷凝器、冷凍系統。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an 
Air-Cooled Refrigeration System Using a Sprayed, Air-Cooled 

Condenser 

Mao-Yu We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eng-Shiu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umid air on the evaporative cooling 

performance of air-cooled condensers under fluid-pressurized nozzles. The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at a spray pressure of 3-5 MPa (spraying water), airspeed of 2.25-4.4 m/s, and a spray distance of 

30-50 cm (distance between nozzle and test condenser surfa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ate of heat rejection ( ),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and the percentage increase of 

COP ( ) all increase as the pressure of spraying water (P) increases. In addition, the COP for al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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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decreases as the distance of spraying water (L) increases. In addition, the   value for the 

present study under the present P range showed about a 10.6-11.2% increase (for V=2.25 m/s), a 

7.0-7.8% increase (for V=3.9 m/s), and a 7.8-10.4% increase (for V=4.4 m/s). It is clearly seen that the 

largest   value is for V=2.25 m/s, followed by V=4.4 m/s, and V=3.9m/s, respectively. Under the 

present P range, the best   is at L=4 cm, followed by L=3 cm, and L=5 cm, respectively. 

Key Words: heat rejection, COP, fluid-pressurized nozzles, air-cooled condenser,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一、前  言 

國外提高空調性能的最佳方法之一是降低冷凝器的溫度。降低冷凝器的溫度降低了壓縮機的

壓力比，因此降低了電能的消耗。這也降低了膨脹閥之後的冷媒的質量，而且蒸發器中有更多的

液態冷媒可用，因此可以提高冷媒的質量流量和冷媒的冷卻能力。降低冷凝器溫度的最簡單方法

之一是在冷凝器前面應用直接蒸發冷卻器，該冷卻器用於在空氣經過冷凝器之前冷卻空氣。 

當一部分液體或溶液蒸發到空氣流中時，來自熱流體的熱量會通過潛熱和顯熱交換同時散發

到冷卻空氣中。涉及液膜汽化的潛熱傳遞在轉移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並且通過液體的汽化大大

提高了冷卻性能（參見 EI-Wakil [1]； Tsay 等人[2]； Graham 和 Ramadhyani [3]）。由於它們的

廣泛應用，流動的液膜和氣流之間的熱量和質量傳遞受到了極大的關注。 Goldstein 等人 [4]表

明在平板上兩相噴霧流的傳熱係數顯著增加。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蒸發和液膜攪動的影響被忽

略了。 

Xuan 等人 [5，6]發表了有關蒸發冷卻應用的全面文獻綜述，介紹了直接蒸發，間接蒸發和

半間接蒸發冷卻的研究目標和熱力學性質。還詳細披露了性能測試和優化以及熱傳質分析的實驗

和理論研究。 Adam 等人[7]以建模和參數數值分析探討錯流板式間接蒸發冷卻器的傳熱和傳質

特性，該數學模型通過文獻中公開的數據進行了驗證，從而達到了完美的慣例。結果顯示，表面

潤濕係數極大地影響了 IEC 的性能。此外，提高可濕性因子對增強冷卻能力和濕球效率具有積

極影響。Martine 等人 [8]透過實驗研究了一種由高密度聚乙烯網格製成的新型蒸發墊的熱和流

體動力學行為。測試了三種不同尺寸的墊，尺寸為 492 x 712 mm，厚度為 80、160 和 250 mm。

在這項研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總能源效率，以最佳化空調應用中蒸發墊的工作條件。 Wen 等人

[9]研究了在不同水簾材料下噴霧的最佳冷卻性能。這些水簾是特殊的無紡布，羊毛毯，生化棉，

棉質無紡布和白棉。實驗結果表明，冷卻效率，散熱量的增加和噴霧密度隨噴霧量的增加而增加，

但冷凝器風量隨噴霧量的增加而減小。在實驗範圍內，天然木漿纖維簾的冷卻效率可達到 42.7-66

％，散熱性能提高 17.17-24.48％，這意味著天然木漿纖維具有最佳的冷卻性能。 Anand 和

Murugavelh [10]使用改進的蒸氣壓縮製冷與加濕-除濕脫鹽相結合的新型增強式脫鹽和冷卻系統

的性能分析，結合了加濕-除濕脫鹽技術的蒸汽壓縮製冷系統的新設計。Harby 等人[11]發表了有

關將家用冷卻系統與蒸汽冷凝器、冷凍，空調和熱泵系統，一起使用的文獻回顧，重點關注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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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系統以及蒸發冷凝器的能耗。還顯示了工作原理，散熱原理，水蒸發速率以及各種類型的冷

凝器。Wei 等人[12]研究了立式管式蒸發冷凝器在製冷系統中的熱性能。結果顯示，系統的 COP

增加了大約 30％。 Fiorentino 和 Starace [13]使用數值模擬研究了蒸發冷凝器的兩相流型。Shao

等人 [14]研究了帶有蒸發冷凝器的環路熱虹吸管，用於數據中心的自然冷卻。觀察並分析從單

個噴嘴流出的霧水。結果顯示，將蒸發冷卻與迴路熱虹吸集成在一起可以有顯著提高自然冷卻能

力。  

Hajidavallo 和 Eghtedari [15]研究了一種使用蒸發冷卻空氣冷凝器的冷凍系統。實驗結果表

明，使用蒸發冷卻的空氣冷凝器對改善循環性能具有顯著作用，並且隨著環境空氣溫度的升高，

改善率也隨之提高。還發現功耗可降低多達 20％，性能係數可提高約 50％。 Delgado 等人[16]

實驗評估噴射水蒸發的冷卻能力，並通過實驗驗證簡化模型來評估和設計冷凍系統。研究結果證

實了該技術的冷卻能力，使水溫下降了 6 攝氏度。Kabeel 等人 [17]研究了冷凝器的能量效率，

該冷凝器由冷的薄水霧蒸發空氣冷卻。還討論了大氣溫度，大氣相對濕度，水霧溫度，校正後的

空氣溫度和校正後的空氣濕度對冷卻器 COP 的影響。研究結果分別比傳統的空氣冷卻器和蒸發

式冷凝器高出 91％和 82％。Liu 等人 [18]還研究了雙獨立蒸發冷凝器的空調系統，以改變參數，

例如水霧入口溫度，壓縮機頻率，乾球溫度，空氣流速和蒸發器的水噴射速率。實驗結果顯示，

隨著蒸發器水霧入口溫度，空氣流量和噴水量的增加，製冷量和性能係數也明顯增加。隨著大氣

乾球溫度和壓縮機頻率的增加而降低。 Youbi-Idrissi 等人 [19]提出了一種在水冷式冷凝器前使

用的噴水系統，以降低空氣溫度，並為與製冷系統耦合的這種空氣冷式水噴式冷凝器開發了一個

半局部數值模型。 Wang 等人 [20]發表了使用蒸發冷凝器空調系統的 COP 增強研究。結果，發

現空氣被蒸發冷卻冷凝器冷卻，並且在空氣通過冷凝器之後，飽和溫度降低了 2.4-6.6℃。這增

加了進入蒸發器的冷媒的質量流率，因此，COP 增加了 6.1-18％。壓縮機所需的功率也可以降低

14.3％。 Kabeel 等人 [21]透過實驗研究了帶有預冷單元和蒸發冷凝器的空調系統，用於帶內阻

板的間接蒸發式冷卻器。結果發現，與不具有預冷卻單元的蒸發冷凝器的空調系統相比，具有預

冷卻單元的蒸發冷凝器空調系統具有增加的 35.4-54.2％的冷卻負荷。Jinlin 等人 [22]使用數值模

擬和實驗方法來研究蒸發冷凝器中噴嘴的噴霧均勻性。 

家用蒸汽壓縮式製冷機組被廣泛使用。任何降低這些裝置能耗的測試都會減少對化石燃料的

依賴。蒸發冷卻可以用很少的功率來操作小型水泵和鼓風機。一些設計甚至使用水管中的壓力來

噴水，從而省去了泵的工作。另外，這種系統的購置和維護成本僅為傳統冷凍系統的一小部分。

儘管具有空冷冷凝器的分離式空調的數量迅速增長，並且使用蒸發冷卻來降低能耗的重要潛力，

但很少有人研究該系統的優勢。另外，很少有論文討論了使用噴霧空氣冷卻冷凝器的空氣冷卻製

冷系統的性能改進。這些單元的能耗可以透過性能係數（COP）來確定，而 COP 可以由降低冷

凝溫度來提高。在這項研究中，為了降低冷凝器的溫度，濕空氣通過空氣-流體噴嘴霧化，以增

強水霧和空氣的混合，從而降低了濕空氣的溫度。當濕空氣通過冷凝器時，流動蒸發熱傳的效果

得到增強。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透過在氣冷冷凝器上使用噴霧可以改善空調系統的排熱百

分比和 COP 的程度，並比較該系統與不具有霧化濕空氣的傳統氣冷式冷凝器的性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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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圖 1 顯示了一個標準的製冷設備，該設備在一個閉式環路中裝有一個水平測試部分（冷凝

器單元）。該系統包括壓縮機，蒸發器，膨脹閥，電磁閥，觀察鏡，過濾器，接收器和測試部分

（冷凝器）。圖 1 還顯示了測試部分中溫度測量的位置。入口處有一個熱電偶，在測試部分的出

口處有六個熱電偶，冷凝器之前的六個熱電偶用於測量流體溫度（請參見圖 1 詳細）。另外，壓

縮機的入口和出口以及蒸發器的入口和出口均配備有溫度感測器以測量冷媒的溫度。測試部分

（冷凝器單元）包括帶有頻率調節器的鼓風機，冷凝器，噴霧通道，可調節滑軌，6 個噴嘴，再

循環泵，噴霧機構和集水箱。冷凝器的詳細示意圖也顯示在圖 2 中。供水桶中的水通過加壓水泵

（15 W）移動到噴嘴。對於濕運行，通過噴嘴將冷卻水噴入進氣中。下降的水收集在集水箱中，

並通過泵進行再循環。使用體積流量計測量水流量，不確定度為 0.35％。一個 200 W 的抽氣風

扇安裝在熱交換器的背面。風扇的總風量由變頻器控制。使用熱線風速計測量空氣流速（0.05 m 

/ s 以內）。將熱電偶連接到數據記錄器以記錄各種溫度（1°C 內）。 

使用誤差回歸分析[23]進行了不確定度分析，以處理由測量儀器的內插程序引起的誤差。測

量中的最大不確定度估計為：從噴嘴供應的噴射壓力 3.0％，流體溫度 0.8％，排熱 7.4％，排熱

率 8.8％，噴霧密度 3.7％，COP 和 COP 增加的百分比（ ）9.3％。 

 

實驗數據計算 

蒸氣壓縮式冷凍系統是當前使用的最常見的製冷系統。當冷媒通過冷凝器時，來自冷卻空氣

的熱傳遞導致冷媒冷凝。根據冷凝器空氣側的質量和能量的平衡，可以以下公式計算不具有加濕

的冷凝器的散熱量（ oQ ）： 

o p out inc (t -t )o oQ G = , (1) 

空氣體積流量（G）為： 

G v A=  , (2) 

其中 v 是空氣的速度，A 是測試空氣側的截面積。 

從理論上講，加濕的冷凝器的散熱量（ wQ ）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 

w 1 2 3Q Q Q Q= + +   (3) 

此處 

1Q =從冷凝器傳到乾空氣的熱傳率， 

2Q =當空氣通過冷凝器時，從冷凝器到空氣中水蒸氣的熱傳率，以及 

3Q =空氣通過冷凝器時從冷凝器到空氣中水霧的熱傳率。 

根據冷凝器冷媒側的質量和能量平衡，可以從以下公式計算出散熱量（ cQ ）： 

1 2( )c wQ m h h Q= −   (4) 

通過冷凝器前後冷媒的狀態 1 1( , )P T 和 2 2( , )P T 。確定比焓 1h 和 2h 。 

還比較了具有加濕條件的冷凝器的散熱量（ wQ ）和不具有加濕條件的冷凝器的散熱量（ oQ ）。

具有/不具有加濕條件的散熱率（ ）可以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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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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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霧密度（ w ）是水流量除以冷凝器空氣進口的截面積，其計算公式如下： 

w
w

w

M

A
 = , (6) 

純冷媒的特性是使用 NIST REFPROP 6.0 版 [24]計而得。傳熱率為參考冷凍量而得，表示為： 

e eQ m q=  (7), 

此處冷媒的質量流量為 m ， eQ 代表冷凍效果。 

在蒸汽壓縮系統中，淨功率輸入等於壓縮機功率，因為膨脹閥不涉及功率輸入或輸出。基於上述

方程式，蒸氣壓縮式冷凍系統的性能係數可以表示為： 

e

c

q
COP

q
= , (8) 

其中 cq 表示每單位質量冷媒的輸入功率。 

蒸發冷卻冷凝器的 COP 增強百分比可定義為： 

w o

o

COP COP

COP


−
=  (9) 

三、以結果與討論 

為了有比較的基礎，並指定冷卻對空氣冷凝器的影響，在兩個連續的階段中進行了實驗測

試。在第一階段，使用風冷冷凝器，而不在通道中噴霧。通過逐漸增加噴射水的壓力來確定涉及

水噴射壓力的實驗條件。在本研究的所有測試中，天氣條件均相同。在系統中建立穩態條件後記

錄數據，冷媒和空氣的特性保持不變（30 分鐘後）。性能係數（COP），排熱量（ wQ ），排熱率

（ ），噴霧密度（ w ）和 COP 增加百分比（ ）相對於不同風速（V）的噴霧壓力和噴霧水

的噴霧距離的結果在下列圖 2-9 中。 

1. 未具有噴霧氣的性能係數結果 

建立圖 2 顯示了噴霧密度（ w ）隨噴霧壓力的變化。如預期的那樣，對於本研究，在以 2.25 

m / s 的入口速度增加噴霧壓力後，觀察到 w 明顯增加。發現在 3-5 MPa 的噴霧壓力下，本研究

的 w 值約為 0.0188-0.0294 
2/kg m s。噴霧壓力增加了噴霧的質量流量，這意味著噴霧密度隨

著噴霧的質量流量的增加而增加。 

圖 3 顯示了未有噴霧時 COP 和風扇電壓（E）之間的關係。此外，從圖 5 也可以看到 COP

與風扇風速（V）之間的關係。數據顯示，在無噴霧條件下，COP 隨 V 的增加而增加。發現在

目前風扇風速範圍為 2.25-4.4 m / s 的情況下，本研究的 COP 值約為 3.99-4.17。這些結果可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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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有噴霧條件下的 COP 作一比較。 

2. 排熱和排熱增加之百分比結果 

圖 4 示出了噴霧壓力對本冷凝器的排熱增加百分比( )的影響。將水以三種不同的噴霧壓力

（P）（3.0、4.0 和 5.0 MPa）以三個空氣速度（V）分別為 2.25、3.9、4.4 m / s 噴射到冷凝器表

面。數據表明，對於所有測試空氣速度下，其 隨 P 的增加而增加。另外，在本研究中，散熱

率（ wQ ）隨著 P 和 V 的增加而增加（此處未顯示）。此外，在當前條件下的本研究中， 約為

3.86-4.25％（對於 V = 2.25 m / s），3.21-3.67％（對於 V = 3.9 m / s）和 3.05-3.38％（對於 V = 4.4 

m / s）。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所有測試 P 下， 值都隨著 V 的減小而增加。 

圖 5 顯示，在 3 MPa 的固定噴射壓力下，對於不同速度的冷空氣，排氣熱量的增加百分比

（ ）隨噴射距離（L）的變化而變化。數據表明，對於所有測試空氣速度， 隨著 L 的增加

而降低。另外，在目前的 L 下，本研究的 值約為 3.86-3.42％（對於 V = 2.25 m / s），3.21-2.85

％（對於 V = 2.25 m / s）和 3.05-2.76％（對於 V = 2.25 m / s）。可以清楚地看到，最佳是在 L = 

40cm，然後分別在 L = 30 cm 和 L = 50 cm。在這項研究中，濕空氣通過噴嘴霧化以降低濕空氣

的溫度。當濕空氣通過冷凝器時，流動蒸發傳熱的效果增強，從而增強了冷凝器的散熱。 

3. 噴霧對 COP 結果的影響 

圖 6 展示了在 30 cm 的噴射距離下，對於不同速度的冷空氣，COP 與噴射壓力的關係。結

果顯示，本研究的製冷系統的 COP 隨著噴霧壓力(3-5MPa)的增加而增加。大體上，可以發現以

更快的進氣速度可獲得更高的 COP。這是因為噴射壓力的增加促進了水霧化到空氣中的能力，

同時水的流速也增加了，這導致冷凝器的溫度降低，從而導致冷凝器的 COP 升高。這在其他參

考文獻（ [17、18、20]）中也可以觀察到這種效應。 

圖 7 示出了對於不同的冷空氣速度，使用噴霧壓力為 3MPa 的噴霧，噴霧距離對本冷凝器的

COP 的影響。結果顯示，本發明的製冷系統的 COP 隨著噴射距離(30-50cm)的增加而增加，這是

因為噴射距離影響水霧化到空氣中的能力並影響空氣霧化的均勻性。 

4. COP 提高的百分比結果 

圖 8 顯示了噴霧壓力對本製冷系統中使用 3 至 5MPa 水的噴霧壓力和三種不同空氣速度的

COP 的增加百分比（ ）的影響。結果表明，對於所有測試空氣速度，其 隨著（P）的增加而

減小。在當前 P 下，本研究的 值大約增加了 11.8-12.96％（對於 V = 2.25 m / s），增加了 8.66-11.31

％ （對於 V = 3.9 m / s），增加了 7.67-8.58％（對於 V = 4.4 m / s）。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大的 值

是在 V = 2.25 m / s，其次是在 V = 3.9 m / s 和 V = 4.4 m / s 時。 

圖 9 示出了噴霧距離對本製冷系統的 COP 增加的百分比（ ）的影響，該製冷系統使用以

30 至 50MPa 的水的噴霧距離和三種不同的空速噴水的噴嘴。圖中顯示，對於所有測試空速，

值隨著（L）的增加而減小。在當前 L 下，本研究的 值顯示約 11.8-12.71％的增長（對於 V = 2.25 

m / s），8.66-8.87％的增長（對於 V = 3.9 m / s）和 7.67-7.69％的增長（對於 V = 4.4 m / s）。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當前的 L 範圍內，最好 值的情況是 V = 2.25 m / s，其次分別是 V = 3.9 m / 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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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4.4 m / s。 

四、結  論 

設計了一種特殊的測試裝置，以評估帶有濕式氣冷式冷凝器的空調系統的性能。單流體噴嘴

用於霧化冷凝器前面的空氣。可以從這項研究中得出以下結論： 

（1）在目前的 3-5 MPa 噴霧壓力範圍內，本研究的 w 值約為 0.0188-0.0294。另外，發現

在沒有噴霧條件下，COP 隨著 V 的增加而增加。 

（2）散熱率（ ），性能係數（COP）和 COP 的增加百分比（ ）隨噴霧壓力（P）的增

加而增加。另外，所有測試條件下的 COP 隨噴霧距離（L）的增加而降低。 

（3）本研究在當前 P 下 值約為 3.86-4.25％（對於 V = 2.25 m / s），3.21-3.67％（對於 V = 

3.9 m / s）和 23.05-3.38％（對於 V = 4.4 m / s）。另外，在目前的 L 下，本研究的 約為 3.86-4.25

％（對於 V = 2.25 m / s），3.21-2.85％（對於 V = 2.25 m / s）和 3.05-2.76％（對於 V = 2.25 m / s）。

此外，在當前 P 下，本研究的 值顯示增加了 11.8-12.96％（對於 V = 2.25 m / s），增加了 8.66-11.31

％ （對於 V = 3.9 m / s），增加了 7.67-8.58％（對於 V = 4.4 m / s）。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大的 值

是在 V = 2.25 m / s，其次是在 V = 3.9 m / s 和 V = 4.4 m / s。 

（4）在當前的 P 範圍內，最佳 值是在 L = 40 cm，其次是 L = 30 cm 和 L = 50 cm。 

（5）在當前的 L 範圍內，最好的 值是在 V = 2.25 m / s，其次分別是 V = 3.9.4 m / s 和 V = 

4.4 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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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與冷凝器中間之空氣溫度 

    量測點(剖面 A-A) 

 

冷凝器出口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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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冷凝器的實驗裝置和空氣溫度測量位置的示意圖（測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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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噴霧密度隨噴霧壓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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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在無噴霧的變化下 COP 隨冷空氣速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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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不同速度的冷空氣下排熱增加百分比隨噴射壓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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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不同冷空氣速度下排熱的增加百分比隨噴霧距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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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不同冷風速度下 COP 隨噴射壓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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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不同冷風速度下 COP 隨噴霧距離而變化 

 

 

 



溫茂育：利用噴霧式風冷冷凝器改善冷凍系統性能的實驗研究           71 

 

 

3.0 3.5 4.0 4.5 5.0 5.5 6.0
6

7

8

9

10

11

12

13

14

 

 

V=2.25m/s

V=3.9m/s

V=4.4m/s

L=30cm

 
 (

%
)

P (MPa)

 
 
 

圖 8不同冷空氣速度下 COP 的增加百分比隨噴射壓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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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不同冷風速度下 COP 的增加百分比隨噴霧距離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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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聚合泥岩護坡材料工程性質之研究 

羅晨晃 王金鐘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摘 要 

台灣西南部地區泥岩分佈區域約有 1400 平方公里，由於夏秋兩季颱風、豪雨甚多，沖刷嚴

重，形成泥流， 到處流竄，造成人們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因此如何減少泥岩邊坡的沖刷，

乃當務之急，刻不容緩。本研究利用鹼活化技術激發水淬爐石粉之膠結能力，第一階段無機聚合

物膠結料製作，其試拌配比(1)鹼當量(AE)設定為 6%、8%及 10% (2)鹼模數比(MS)設定為 1.0、1.5

及 2.0 (3)液膠比為 1.67、1.25、1 等調配，再進行一系列試驗， 並選出適當配比製作成無機聚合

物膠結料。第二階段為泥岩護坡材料製作，以最佳配比作為膠結料，再以沖刷後泥岩粉當成填充

料，其試拌配比為(1)鹼當量(AE)設定為 6%、8%及 10% (2)鹼模數比(MS)設定為 1.5 (3)液膠比為

0.8、1.0、1.2，(4)骨膠比為 3 、4 及 5，並澆置成 5cm*5cm*5cm 試體，並養治 3 天、7 天及 28 天

再進行一系列試驗並探討其工程性質。試驗結果顯示：(1)水淬爐石粉無機聚合物膠結材其凝結

時間隨鹼當量增加而縮短，亦隨液膠比下降而縮短；(2)水淬爐石粉無機聚合物膠結材抗壓強度

隨鹼當量增加而增加，亦隨著液膠比下降而增加；(3)泥岩護坡材料吸水率隨鹼當量增加而增加，

亦隨骨膠比增加而增加。(4)泥岩護坡材料當鹼當量 6%，鹼模數比 1.5，液膠比 0.8 及骨膠比 5 為

最佳配比。 

. 

關鍵詞：無機聚合物，鹼當量，鹼模數比，液膠比，骨膠比。 

A Study on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Geopolymer Mudstone 
Slope Protection  

Chen-Hoang Lo  Chin-Chang Wang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Cheng-Shiu Technology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The mudstone distribution area in Taiwan southwestern is about 1,400 square kilometers, due to 

typhoons and heavy rain in summer and autumn, the erosion is serious, forming mud flow, flowing 

everywhere, causes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o be threatened, therefore, how to reduce the ero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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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stone slopes is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urgent. In this study, the alkali activ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timulate the cementing ability of the slag powder. The first stage of geopolymer binder 

production, its trial mixing ratio: (1)Alkaline equivalent (AE) is set to 6%, 8% and 10%(2) Th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is set to 1.0, 1.5 and 2.0(3) The liquid binder ratio is set to1.67, 1.25, 1 etc. then 

conduct a series of tests, and select a appropriate ratio to make geopolymer binder.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production of mudstone slope protection materials, with the best ratio as the binder, The mudstone 

powder after scouring is used as filler, and its trial mixing ratio is: (1) Alkaline equivalent (AE) is set to 

6%, 8% and 10%(2) Th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is set to 1.5,(3)The liquid binder ratio is set to0.8, 

1.0,1.2, (4) The aggregate binder ratio is 3, 4 and 5 ,and cast into 5cm*5cm*5cm specimen, and curing 

3 days, 7 days and 28 days and then conduct a series of tests and discuss the engineering property. The 

test results show: (1) The setting time of the geopolymer cementitious material of slag  powder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lkali equivalent, and also de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liquid-to-binder ratio; (2)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geopolymer cementitious material of slag 

powde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lkali equivalent, and also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liquid-to-binder ratio; (3) The water absorption of mudstone slope protection materials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alkali equivalent and also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aggregate binder ratio; (4) 

Mudstone slope protection materials when the alkali equivalent is 6%, the alkali modulus ratio is 1.5, 

the liquid binder ratio is 0.8 and the aggregate binder ratio 5 is the best ratio. 

 

Key Words: Geopolymer, Alkaline Equivalent (A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Liquid binder ratio,   

          Aggregate binder ratio. 

一、前  言 

我國的泥岩惡地主要分佈於台南、高雄、台東一帶，其泥岩（青灰岩）區面積超過 1000 平

方公里、厚度約 3 到 4 公里，整體包含從上新世到更新世之地層（古亭坑層、利吉層、墾丁層等）。

由於其泥岩顆粒細小、顆粒間的膠結鬆散，透水性差等特性，遇水後極易產生泥流、土石、植披

持續崩落等現象，其差異侵蝕作用不斷作用的情況下，最終產生植被稀疏卻富含尖峰利脊、泥裂、

土指、天然橋等獨特地形景觀。台灣泥岩惡地與世界各地之惡地相比最大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唯一

存在熱帶氣候區域的惡地地形，與義大利或喬治亞的泥岩惡地相比，台灣的泥岩惡地受颱風、暴

雨等影響劇烈，因此產生的侵蝕速率（9cm/y）遠大於一般典型的乾旱與半乾旱地區之泥岩惡地。 

台灣的泥岩惡地因持續抬升與侵蝕之因素，形態變動劇烈、變化也更為多端，有其持續觀賞

與研究價值。整體而言，台灣的泥岩惡地較少受到人為活動影響且具廣大綿延之面積，是極為良

好之觀光資源；地層持續抬升且泥岩厚度深厚，較易進行相關海底沉積物、生態與地層之相關分

析，可作為極為良好之研究資源。如何維護此惡地形態，防止泥岩惡地受颱風、暴雨等劇烈天候

影響，乃當務之急，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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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鹼活化處理技術提升水淬爐石粉的活性，激發水淬爐石粉膠結的能力，作為泥岩

護坡材料的膠結材料使用，本研究創新是將沖刷的泥岩粉就地取材作為填充料，以就地取材方式

製作成無機聚合物再回填於泥岩邊坡作為護坡材料，減緩泥岩邊坡沖刷侵蝕速率。 

二、文獻回顧 

泥岩本身顆粒細小，且膠結性十分疏鬆，透水性又低，因此遇雨水就變得十分軟滑，順坡向

下流動， 坡面因而形成雨溝和蝕溝；植生相當困難，到處童山濯濯。泥岩裸露，稜脊和溝谷密

佈是泥岩惡地形的一種特有景觀。 

1. 泥岩 

泥岩組成礦物主要為伊萊石、綠泥石、石英、長石、雲母等。其粒度分佈範圍為粘土粒(＜4

μm)佔 27〜31%，粉砂粒(4〜60μm)42〜49%，及砂粒(60μm〜4mm)20〜31%， pH 值高達 8〜

9.2，液限為 40%， 塑性指數為 9%，屬於低塑性黏土（CL）。 

2. 水淬高爐石粉 

一貫作業煉鋼廠之高爐煉鐵過程須加入石灰石作為助熔劑，並加入焦炭作為還原劑，鐵礦石

經還原反應後殘留之非鐵物質即為高爐石，高溫融熔液態高爐石經過高壓水冷卻方式產出

「CNS12223 水淬高爐爐碴」，經研磨成粉後主要應用於營建工程，替代水泥作為混凝土之膠結

材，由中聯爐石處理資源化股份有限公司產出，細度 4000cm2/g，比重 2.93。 

4. 鹼活化劑處理技術 

無機聚合物是一項具有前瞻性之發展，鹼活化劑通過激發矽酸鋁材料，如粉煤灰、偏高嶺土、

磨細高爐礦渣、高嶺粘土等，與鹼性溶液製成之應用，其中爐石粉亦含有 SiO2 與 Al2O3，爐石具

有潛在水硬性作用之材料，純爐石的顆粒結構穩定，可直接使用純爐石作為主要膠結材料，利用

鹼性溶液溶解爐石顆粒表面玻璃質，溶出 Ca2+破壞矽鋁氧化物之鍵結，並與鹼性溶液所分離之陰

離子經由聚合反應生成水化產物，因而組成矽凝膠體，具有高早強、工作性佳、較佳的抗化學侵

蝕能力、抗凍融循環能力及具有較佳的黏結力，但是仍有速凝、高收縮量等缺點，而高濃度的活

化劑卻可以增加結構強度與縮短凝結時間[2,3,4,5,6]。 

三、 試驗計畫 

1. 試驗變數 

本研究以水淬爐石粉為基材，利用鹼活化處理技術提升水淬爐石粉的活性，激發水淬爐石粉

膠結的能力，製作成無機聚合物膠結材，達到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等綠建築評估指標。第一

階段無機聚合物膠結料製作，首先將水淬爐石粉製作成複合無機聚合物，其試拌配比(1)鹼當量

(AE)設定為 6%、8%及 10% (2)鹼模數比(MS)設定為 1、1.5 及 2.0 (3)液膠比為 1.67、1.25、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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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混拌製作 5cm*5cm*5cm 方形試體 (4)養治 3 天、7  天及 28  天後進行抗壓試驗，選取

較好的配比，作為泥岩護坡材料的膠結材料使用。 

 

 

第二階段為泥岩護坡材料製作，以最佳配比作為膠結料，再以沖刷後泥岩粉當成填充料，其

試拌配比為(1)鹼當量(AE)設定為 6%、8%及 10% (2)鹼模數比(MS)設定為 1.5 (3)液膠比為 0.8、

1.0、1.2，(4)骨膠比為 3 、4 及 5，並澆置成 5cm*5cm*5cm 試體，並養治 3 天、7 天及 28 天

再進行一系列試驗並探討其工程性質。並探討養治時間、抗壓強度等關係，並獲得相互間關係曲

線，以作為日後工程界設計參考，本研究之試驗變數表如表 1 所示。 

2. 試驗材料 

本研究所使用材料分項說明如下: 

(1)第一階段爐石無機聚合物製作 

  水淬爐石粉:細度 4000 cm2/g，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矽酸鈉(Na2SiO3):榮祥公司所生產之 3 號水玻璃。 

  氫氧化鈉(NaOH): 工業級藥品。    

(2)第二階段泥岩護坡材料製作 

  沖刷後泥岩:取自取至高雄田寮區月世界地景公園沉砂池。 

四、結果與分析 

1.材料之物理化學特性 

本研究選用的水淬爐石粉細度為 4000cm2/g，首先由 X 光繞射分析(XRD)瞭解爐石粉各個相

位的組成生成物如圖 1 所示，圖中顯示爐石粉為非結晶質化合物組成，再由 X 光螢光分析(XRF) 

探討爐石粉試樣中各元素含量，其中以 C、O、Si、Al、Fe、Ca、K、Mg、Na 等元素含量最高，

 

材料名稱 
         拌合配比  

養護溫度 
液膠比 

(L/S) 

鹼當量 

(AE) 

鹼模數 

(Ms) 

骨膠比 

( A /B) 

 

 水淬爐石粉 
 無機聚合物 

1 6%    1.0 -  

常溫 1.25 8%    1.5 - 

1.67 10%    2.0 - 

 

 泥岩護坡材料 
0.8 6%  

   1.5 
3  

常溫 1.0 8% 4 

1.2 10% 5 

表 1 水淬爐石粉無機聚合物和泥岩護坡材料之試驗變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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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XRD 分析所得的各種化合物，再以重量分析計算其化學成份計量，進而推算爐石粉各元素

的氧化態含量百分比，如表 2 所示。再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爐石粉晶相變化，得知爐

石由多邊形片狀及角粒狀結構推疊而成，並存在許多大小不等的孔隙，如圖 2 所示。 

 

 

 

 

 

 

 

 

 

 

 

 

 

 

 

本研究所使用沖刷後泥岩取至高雄田寮區月世界地景公園沉砂池，經烘乾、研磨成粉末狀，

其 pH 值為 9，液限為 40%，塑性指數為 9%，屬於低塑性黏土（CL）。再由 X 光繞射分析(XRD)

瞭解泥岩各個相位的組成生成物如圖 3 所示，圖中顯示泥岩主要結晶形化合物為 SiO2，次要結晶

形化合物為 Al2O3、Fe2O3、CaO、MgO、K2O、Na2O 等，再由 X 光螢光分析(XRF) 探討泥岩試樣

中各元素含量，其中以 C、O、Si、Al、Fe、 Ca、K、Mg、Na 等元素含量最高，配合 XRD 分析

所得的各種化合物再以重量分析計算其化學成份計量，得知進而推算泥岩各元素的氧化態含量百

分比，如表 2 所示。再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泥岩晶相變化，得知沖刷後泥岩由片狀黏

土礦物推疊而成，並存在許多大小不等的孔隙，如圖 4 所示。 

 

 

 

 

 

名稱 
SiO2 

(%) 

CaO 

(%) 

Al2O3 

(%) 

MgO 

(%) 

SO3 

(%) 

Na2O 

(%) 

Fe2O3 

(%) 

K2O 

(%) 

水淬 

爐石粉 
33.6 40.8 15.0 6.1 1.8 0.2 0.3 - 

沖刷後 

泥岩 
52.4 10.5 12.5 1.8 9.0 1.4 5.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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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淬爐石粉之 X 光繞射分析圖    圖 2 水淬爐石粉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晶相圖 

表 2 水淬爐石粉和沖刷後泥岩化學組成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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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爐石粉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與抗壓強度分析 

 (1)凝結時間 

 鹼當量之影響 

以鹼模數比 2.0，液膠比 1.25 為例，當鹼當量由 6%提高至 8%時，初凝時間會由 55 分鐘縮

短至 45 分鐘，而終凝時間會由 80 分鐘縮短到 75 分鐘；當鹼當量由 8%提高至 10%時，初凝時

間會由 45 分鐘縮短至 45 分鐘，而終凝時間會由 75 分鐘縮短到 70 分鐘。因此鹼當量為 6%之初

凝時間與終凝時間較鹼當量 10%總縮短了 10 分鐘，如圖 5 所示。結果表示鹼當量的增加導致凝

結時間有縮短的趨勢，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含鹼當量增加使鹼溶液濃度增加，而造成 OH
－
離子破

壞膠結料結構，使 Si4+、Al3+及 Ca2+溶出量增加，導致爐石無機聚合物有加速聚合反應之現象。 

 

 

 

 

 

 

 

 

 

鹼模數比之影響 

當液膠比固定為 1.25 及鹼當量為 6%之情況下，隨著鹼模數比由 1.0 上升至 1.5 及 2.0 時，

其初凝時間分別為 60、55 及 45 分鐘，而終凝時間則分別為 100、80 及 80 分鐘。當變化鹼當量

為 8%、10%，其鹼模數比由 1.0 提高至 2.0 時，其初凝與終凝時間介於 45~60 分鐘、80~100 分

鐘之間，如圖 6 所示。由此可知，凝結時間會隨著鹼模數比增加而縮短，主要是因為當鹼模數比

增加時，使爐石無機聚合物之漿體中 Si4+含量增加，Si/Al 原子莫耳之比值產生改變，因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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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鹼模數比對爐石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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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鹼當量對爐石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之影響 

      圖 3 泥岩 X 光繞射圖   圖 4 沖刷後泥岩 SEM 晶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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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聚合反應加速而凝結時間呈現縮短之趨勢。 

液膠比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 6%及鹼模數比為 1.0 之條件下，液膠比由 1.0 提升至 1.25 時，其初凝時間與

終凝時間增加了 15 分鐘與 25 分鐘；當液膠比由 1.00 提升至 1.67 時，其初凝時間與終凝時間增

加了 15 分鐘與 20 分鐘，如圖 7 所示。由驗結果得知，凝結時間將隨著液膠比的增加而增加，主

要是由於固定鹼當量及鹼模數比，且增加其液膠比時，鹼當量的濃度被鹼金屬矽酸鈉溶液之水分

所稀釋，而導致降低鹼當量及鹼模數比之濃度，增加漿體之凝結時間。 

(2)抗壓強度 

鹼當量之影響 

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並控制其鹼模數比為 2.0 及液膠比為 1.00、1.25 及 1.67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8%時，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186.6~244.6 kgf/cm2、338~353.3 

kgf/cm2、394~396.4 kgf/cm2；當改變鹼當量 8%至 10%時，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244.6~263.8 

kgf/cm2、353.3~366.8 kgf/cm2、396.4~435.3 kgf/cm2，如圖 8 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抗壓強

度隨著鹼當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主要原因在於提高鹼當量亦使鹼激發劑濃度上升，其活化效果越

佳，則水化產物 C-S-H 膠體亦隨之增加，進提升爐石無機聚合物之抗壓強度。 

 

 

 

 

 

鹼模數比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為 10 %，液膠比為 1.00，而鹼模數比分別為 1.0、1.5 及 2.0 時，其 3 天抗壓

強度分別為 283.8 kgf/cm2、195.7 kgf/cm2、326.4 kgf/cm2，其 28 天時則為 356.6 kgf/cm2、408.5 

kgf/cm2、435.3 kgf/cm2，如圖 9 所示。由試驗結果得知，隨著鹼模數比由 1.0 提升至 2.0 時，3 天

之抗壓強度約可增加 15 %，28 天則可增加約 22 %，因此鹼模數比之增加有益於強度的提升，

原因在於鹼模數比之提高，可以提供充足之 SiO2 含量，使其形成更多之 C-S-H 膠體，而使漿體

內部結構更為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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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液膠比對爐石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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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鹼當量對爐石無機聚合物之抗壓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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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膠比之影響 

當鹼當量 10%、鹼模數比 2.0 及液膠比為 1.67 時，其養護時間 3 天、7 天及 28 天之抗壓強

度分別為 174.7 kgf/cm2、208.5 kgf/cm2 及 263.8 kgf/cm2，在相同鹼當量及相同的鹼模數比條件下，

當液膠比由 1.67 下降至 1.00 時其抗壓強度由 326.4 kgf/cm2、382.5 kgf/cm2 及 435.3 kgf/cm2，如

圖 10 所示。而養護齡期 28 天時，當液膠比由 1.67 降低至 1.00 時，抗壓強度約可成長 65 %，

由試驗結果得知，液膠比之提升會使抗壓強度降低，其原因為液膠比之增加降低鹼激發劑之濃

度，鹼活化爐石之效益亦會降低，而導致抗壓強度降低之現象。 

由試驗結果得知，液膠比之提升會使抗壓強度降低，其原因為液膠比之增加導致鹼激發劑之

濃度被稀釋，而在無機聚合物之反應機制中，主要係以強鹼溶液破壞電廠飛灰表面之玻璃質進而

產生化學水化反應，而化學水化反應中矽、鋁離子之析出量會影響其聚合作用之完整性，因此一

旦降低鹼激發劑之濃度，鹼活化爐石之效益亦會降低，而導致抗壓強度降低之現象。 

3.爐石無機聚合物對晶相圖之影響 

電子顯微鏡(SEM)觀察水淬爐石粉無機聚合物晶相變化，如圖 11 至 12 所示，在相同液膠比 

1.0 之條件下， 皆可看到 C-S-H 膠體附著在熔融狀聚合反應生成產物結構上，但當鹼當量由 6%

提升至 10%時，其 C-S-H 膠體逐之減少之現象，且隨著鹼模數比的提升，亦可看到其中出現了

裂縫，Yip et al. [12]指出當鹼活化劑鹼度較低時，其 C-S-H 膠體以形表示與 Si-O-Si 架狀結構

以形表示，兩者共同存在，而 C-S-H 膠體可填塞 Si-O-Si 架狀結構所產生孔隙。由此可知當

低鹼度時，其強度來源主要以 C-S-H 膠體為主；然而鹼度較高時以 Si-O-Si 架狀結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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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液膠比對爐石無機聚合物之抗壓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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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6% 

Ms=1.5 

    圖 11 爐石無機聚合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晶相圖 

AE=8% 

Ms=1.5 

      圖 12 爐石無機聚合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晶相圖 

 
AE=10% 

Ms=1.5 

   圖 13 爐石無機聚合物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晶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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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爐石無機聚合物製作，就凝結時間、抗壓強度而言，所有配比中以鹼當量 10%，液

膠比 0.8，鹼模數比 2.0 為最佳配比，由於鹼模數比愈高促使聚合反應愈激烈，更易產生乾縮裂

縫，因此第二階段泥岩護坡材料製作，本研究特別選用鹼模數比 1.5，液膠比為 0.8、1.0、1.2，

骨膠比為 3, 4 及 5 等調配，並探討一系列相互關係。 

4.泥岩護坡材料之凝結時間抗壓強度和吸水率 

(1)凝結時間 

①鹼當量之影響 

當鹼當量為 6%、液膠比為 0.8 及骨膠比為 5 之情況下，其初凝時間與終凝時間分別為 31 

分鐘與 44 分鐘。當鹼當量提升至 10%時，初凝與終凝時間則縮短至 28 分鐘與 41 分鐘，由

圖 14 所示。由上述結果表示其初終凝時間皆隨著鹼當量之增加而縮短，由於含鹼當量提高則聚

合反應較為激烈且快速造成漿體拌合過程中快速達初凝。 

 

 

 

 

 

 

②液膠比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 6%及骨膠比為 5 時，其液膠比由 0.8 提升至 1.2 時，終凝時間則由 44 分鐘提

高至 54 分鐘；當液膠比由 1.0 提升至 1.2 時，終凝時間則由 54 分鐘提高至 75 分鐘，延長了 70%，

由圖 15 所示。因此凝結時間會隨著液膠比的提高而延長，主要是液膠比上升使鹼當量的濃度被

鹼金屬矽酸鈉溶液之水分所稀釋，進而增加凝結時間。 

 

 

 

 

 

 

 

      圖 14  鹼當量對泥岩護坡材料凝結時間之影響 

      圖 15  液膠比對泥岩護坡材料凝結時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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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骨膠比之影響 

當鹼當量為 6%及液膠比為 1.2 之條件下，骨膠比 A/B=3 之初凝時間與終凝時間分別為 46

及 68 分鐘，當骨膠比由 A/B=4 提升至 A/B=5 時，其初凝與終凝時間分別為 48 及 75 分鐘，換言

之增加了 14%及 4%，由圖 13 示。試驗結果明顯表示凝結時間會隨著骨膠比的提升而增長，其

原因可能為骨膠比的提高亦表示泥岩磚中膠體減少了，因此其聚合反應速度減緩，使其凝結時間

有增長之趨勢。 

 

 

 

 

 

 

 

 

 

(2)抗壓強度 

①鹼當量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 6%、液膠比 0.8 及骨膠比為 5 之條件下，於養護齡期 3 天、7 天及 28 天

之抗壓強度分別為 415kgf/cm2、530kgf/cm2 及 570kgf/cm2，當鹼當量由 6%提高至 10%時之抗

壓強度分別為 240kgf/cm2、263kgf/cm2 及 296 ，約可降低 40%，由圖 17 所示。由此可知，

抗壓強度隨養護齡期增加而上升， 提高鹼當量反而降低其抗壓強度，原因在於提高鹼當量時，

鹼激發溶液之 pH 值亦較高，所含之氫氧根離子亦較多，具有較強的解離能力，加速聚合反應

試體內部分佈著更多的乾縮裂縫，因此使其強度降低。 

 

 

 

 

②液膠比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為 6 %及骨膠比為 5 之條件下，變化液膠比分別為 0.8、1.0 及 1.2 時，其 28 

天時則為 570kgf/cm2、248kgf/cm2、119kgf/cm2，由圖 18 所示。 

由上述結果得知，隨著液膠比之增加由 0.8 上升至 1.2 時， 28 天則約下降 95 %，所以當

液膠比下降時抗壓強度會有上升的趨勢，主要是由於液膠比(L/S)提高使漿體內含水量增加，況

 

 

   圖 16  骨膠比對泥岩護坡材料凝結時間之影響 

圖 17  鹼當量對泥岩護坡材料抗壓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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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聚合反應具有脫水效果，因此當漿體硬固後水分蒸發因而形成過多的孔隙，造成試體結構產生

破壞面促使抗壓強度降低。 

 

 

 

③骨膠比之影響 

在不同鹼當量以及液膠比於不同齡期 3、7、28 天時，骨膠比為 3 之泥岩護坡材料其抗壓強

度最低，當鹼當量 6%、及液膠比為 0.8 時，骨膠比 5 之泥岩護坡材料 28 天養護齡期抗壓強度為

570 kgf/cm2，當骨膠比由 5 下降至 3 時，其 28 天養護齡期之抗壓強度降低至 460kgf/cm2，相當

於降低了 19%，由圖 19 所示。由上述可知，骨膠比在 3 至 5 範圍內，其抗壓強度亦會隨著骨膠

比增加而增加，試體結構更趨緊密，使其抗壓強度增加。就抗壓強度而言，以鹼當量 AE=6%、

8%及 10%， 水膠比 0.8，骨膠比 4 和 5 之配比抗壓強度效果最佳。 

 

 

 

 

 

 

(3)吸水率 

①鹼當量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 AE=6%，骨膠比 A / B =5 及液膠比 L/S=0.8 的條件下，在養護 3 天、7 天及

28 天之吸水率分 別為 0.2%、0.82%、0.98%，當鹼當量由 6%提高至 10% 時其吸水率下降為

0.41%、0.61%、0.98%。因此，以 28 天吸水率為例，當鹼當量由 6%提高至 10%時，其吸 水率

下降了 19%，如圖 20 所示。由上述可知，吸水率會隨著鹼當量提高而下降，亦隨著養護時間增

加而降低，主要是因為高鹼當量可使其產生更多之 Si-O-Si 及 Al-O-Al 之架狀結構，內部結構更

為緻密，吸水率亦呈 現下降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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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  液膠比對泥岩護坡材料抗壓強度之影響 

 

圖 19  骨膠比對泥岩護坡材料抗壓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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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液膠比之影響 

當骨膠比固定 A/B=5，AE=6%，變化其液膠比為 1.2、1.0、0.8 時，其養治 28 天吸水率則介

於 0.2~2.4%、0.2~1.8%、0.2~0.98%之間，如圖 21 所示。整體來說，當液膠比由 0.8 提升至 1.2 

時，以養治 28 天養護齡期為例其吸水率上升約 54%。由上述可知，隨著液膠比下降吸水率亦

會降低，主要是因為低液膠比使試體內部之水分降低，吸水率因而降低。 

 

 

 

 

 

③骨膠比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 6%、液膠比為 1.2、骨膠比 A/B=5 之條件下，其養護時間 3 天、7 天及 28 

天之吸水率分別為 0.2%、1.73%及 2.4%，當骨膠比 A/B=5 下降至 A/B=3 時，其吸水率分別為 

0.2%、1.4%、2.53%，整體約增加了約 6%，如圖 19 所示。因此，吸水率會隨著骨膠比的下降，

內部架狀結構更趨疏鬆，因此吸水率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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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0  鹼當量對泥岩護坡材料吸水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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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液膠比對泥岩護坡材料吸水率之影響 

    圖 22  骨膠比對泥岩護坡材料吸水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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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探討無機聚合泥岩護坡材料工程性質之研究，以水淬爐石無機聚合物作為膠結料，

再以沖刷的泥岩粉作為填充料，調配鹼當量(AE)、鹼模數比(Ms)、液膠比(L/B)與膠骨比(B/A)等

配比，製作試體並經養護 3 天、7 天及 28 天，探討其凝結時間、抗壓強度、吸水率之影響，

經由試驗結果加以分析， 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結論: 

1.水淬爐石粉無機聚合物膠結材，其凝結時間隨鹼當量增加而縮短；亦隨液膠比下降而縮短；其

中以鹼當量 6%、鹼模數比 2.0、液膠比 1.00，凝結時間最短；而泥岩護坡材料的無機聚合物

凝結時間隨著鹼當量、液膠比、膠骨比增加而縮短。 

2.水淬爐石粉無機聚合物膠結材抗壓強度隨鹼當量增加而增加，其 28 天抗壓強度最高成長了 

41%；抗壓強度隨著鹼模數比增加而增加，其 28 天抗壓強度可增加約 22 %；抗壓強度隨著

液膠比下降而增加，抗壓強度約可成長 39 %。 

3.泥岩護坡材料的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隨鹼當量增加而增加，抗壓強度約可提升 12%；隨著液膠

比下降而增加，其抗壓強度約成長 65 %；抗壓強度隨膠骨比增加而增加，其 28 天抗壓強度

相對提升 21%。 

4.泥岩護坡材料的無機聚合物吸水率隨含鹼當量、膠骨比增加而下降；隨液膠比增加而上升；其

中以鹼當量 6%、鹼模數比 1.5、液膠比 0.8、骨膠比 5 吸水率最低。 

5.泥岩護坡材料的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隨骨膠比增加而上升；隨鹼當量、液膠比增加而下降；其

中以鹼當量 6%、鹼模數比 1.5、液膠比 0.8、骨膠比 5 抗壓強度最高。 

6.泥岩護坡材料的無機聚合物最佳配比為鹼當量 6%，鹼模數比 1.5，液膠比 0.8 及骨膠比為 5 之

變數。 

建議 

1.可以利用其他不同種類的無機聚合物膠結料來做比較，藉以提升泥岩護坡材料無機聚物的工程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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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聯網型漏血偵測貼片與系統之研發 

Development of the Blood Leakage Detecting Patches and Systems  

by Using Smart IoT 

劉建源 1、吳建興 2、龔皇光 3、涂紳騰 1、劉冠緯 4 

1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高雄長庚醫院 腎臟科 

3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4台中榮民醫院 

摘要 

臺灣正由高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未來40年臺灣會是世界上最老化的國家，屆時臺灣需要

居家照護與關懷的高齡人口比例將高達三成。超高齡社會需要結合健全醫療、居家照護、社區關

懷，這有賴科技融入居家守護系統以提升高齡者生活上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我國目前接受長期血液透析治療的患者約8萬5千人，隨著超高齡社會來臨，未來國人壽命持

續延長，需要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的人數只會越來越多。在執行血液透析治療時，護理人員需要進

行血管造瘻和穿刺。透析過程中可能因病患翻身導致穿刺針滑出而漏血。這可能會危害病患安全

以及增加醫療處置成本。 

針對血液透析患者在穿刺針滑脫而漏血的情形，本研究將採用當前新興的物聯網技術來實作

漏血監測系統。本研究的作法首先是感測病患在透析過程中是否有漏血，並將感測數據經由短距

無線通訊，傳輸到警報裝置。警報裝置再依據感測數據來判別嚴重程度並發出警報，以通知護理

人員適時介入處置，並將此警報事件透過低功率無線廣域網路(LoRa)傳送到醫療管理系統。醫療

管理系統將採用訂閱與發佈的模式，持續接受警報裝置的訊息並推送至醫療管理的應用程式。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設計能吸附漏血材質的軟板感測電路，由微控制器來判讀血液滲漏所

產生電壓變化，以決定是否驅動警報裝置。微控制器可採用Wi-Fi或藍芽通信，將感測數據傳遞

給警報裝置。警報裝置接收同一病房內病床的感測數據，並能顯示對應病床的漏血警示燈號，讓

護理人員能適時時處理漏血狀況。警報裝置採用LoRa通訊技術結合訊息佇列遙測傳輸(MQTT)協

議，將收集到的感測數據，轉送到距離較遠的護理站；護理站醫療管理系統的LoRa Gateway，會

將與患者的血液滲漏狀態發佈到相關的MQTT Broker；具有訂閱機制的管理應用程序可以使數據

視覺化，讓護理站的管理人員可以即時監控病患的漏血狀態。 

 

關鍵詞：高齡社會、慢性腎臟病、血液渗漏、物聯網、LoRa、MQ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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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臺灣逐漸進入超高齡社會，可說是世界上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加上臺灣少子化速度

又居世界之冠，造成需要居家照護與關懷的高齡人口比例太高，因此，未來超高齡社會只

能提供比現在更少照顧人力比率來照顧高齡者。要能減緩這個問題的衝擊，需要充分結合

醫療體系、居家照護、和社區關懷，尤其有賴運用科技融入居家守護系統以提升高齡者生

活上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超高齡社會將帶來前所未有的老化型疾病的挑戰，特別是慢性病和須要長期醫療照護

的疾病，例如血液透析治療的患者。依據 2020 年台灣腎病年報，統計至 2018 年我國接受

長期血液透析治療的患者約 8 萬 5 千人[1]，隨著超高齡社會來臨，未來國人壽命持續延長，

需要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的人數只會越來越多。在血液透析治療時，透析過程中病患可能因

翻身導致穿刺針滑出而漏血，這會危害病患安全並增加醫療處置成本[2, 3]。 

例如，根據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人員的描述，長期血液透析治療病患約有 970 人，每月

的透析次數約有 14,000 人次，每年的透析次數約有 168,000 人次，假如血液透析時漏血機

率只有萬分之一，一年仍有 16 位病患發生漏血的事件的可能性，每一件漏血事件對病患而

言都是非常嚴重的意外，因此若能運用科技來監測和協助，除了可以減輕護理人員為及早

發現漏血意外而不斷巡視的工作負擔；並能隨時主動監測，萬一漏血發生時，可以在最短

時間內偵測出漏血意外，同時通知護理人員及時介入處置，以便給予長期透析病者更安全

的保障。 

近幾年來物聯網技術已大幅進步，許多感測裝置、通訊技術、智慧晶片、控制軟體..

等，都已被充分運用並整合設計到智慧生活的各項應用案例中，諸如：智慧城市、智慧交

通、智慧農業、智慧工廠、智慧學校、智慧家庭..等。因此，本計畫亦將採用智慧感測、無

線通訊、智慧控制晶片、以及智慧控制 APP..等，並加以整合設計成為物聯網實作之高齡居

家守護系統之一部份，稱之為漏血監測系統。 

二. 研究動機 

慢性腎臟病人的腎功能，在第五期(CKD stage 5：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 15 mL/min/1.73m2)時，需要腎臟替代療法以維持生命，在台灣以血液透析治

療為主。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需要手術建立一條血管通路[4]，促使動脈血液流動至靜脈

血管，透析前由護理人員使用 15-17 號穿刺針執行侵入性穿刺血管通路後，連接到透析機

及其硬體設備等，整個透析治療過程約 4 小時，依據透析機器設定每分鐘 250-300CC 血液

流速運轉之體外循環，雖然有護理人員嚴密的監控整個過程，但有時會發生一些意外的異

常事件，例如：病人因躁動或翻身等因素致瘻管穿刺及迴路管固定不當，造成穿刺針滑出

或因迴路管拉扯而致針尖滑出[5]，若能在發生血液流失當下有一防護措施即發現並立即處

理，將可大大提升治療安全性，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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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透析後動靜脈廔管滲血因素[2] 

滲血因素 人數 百分比(%) 

沒壓到止血點 32 39.5 

加壓力道太輕 24 29.6 

加壓時間不足 10 分鐘 14 17.3 

有口服抗凝血劑 4 4.9 

止血後手部用力 3 2.7 

穿刺部位在血管瘤 2 2.5 

穿刺部位皮膚薄 2 2.5 

合計 81 100 

 

依衛生福利部 107 年公告「107-108 年度醫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醫院病

安目標七、提升管路安全其執行策略落實管路正確置放之評估機制，提升管路照護安全及

預防相關傷害 以利病人安全[7]。根據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人員的資料，長期血液透析治療

病患約有 970 人，每月的透析次數約有 14000 人次，每次的治療皆有潛在性的血液流失，

在顯示預防從管路連接之血液流失是不容忽視的議題。 

三. 研究目的與方法 

1. 研究目的 

資通訊與智慧感測技術的快速進步，讓物聯網發展成為全球科技界最重視的趨勢。醫

療界已有許多運用智慧感測與物聯網成功的例子，例如：插卡報到系統，血壓、血氧、心

率感測裝置，智慧藥盒，和醫材管理系統等[8]。因此，對於血液透析患者穿刺針滑出所可

能造成血液流失的問題，應該可以研發出漏血的智慧感測裝置以確認患者是否有滑針致漏

血情形，並結合物聯網即時追蹤記錄所有血液透析床位上病人的狀況，對於萬一發生滑針

漏血事件，將可即時通知醫護人員給予緊急護理，避免漏血事件擴大而影響到病人的健康。

該研發的系統將可造福眾多血液透析患者。未來慢性腎臟病人將可更安心、安全的接受血

液透析醫療。 

針對血液透析患者在各種因素下導致漏血的情形(表 1)，本研究的目標是利用感測器

量測漏液程度，結合微控制器，將感測的資料經由 Wi-Fi 將傳輸到警報裝置。警報裝置依

照資料判別嚴重程度，並在嚴重度為中等以上時發出警示。警報裝置與管理系統的伺服器

會經由低功耗長距離傳輸的 LoRa 無線通訊技術來進行傳輸。MQTT Broker 將運行在管理

系統的伺服器中，會持續接受警報裝置的訊息並發佈給網路應用程式進行管理。 

2. 研究方法 

如圖 1 所示漏液監測系統由三個單元所構成：第一個單元是漏血感測裝置、警報裝置

是第二個單元、第三個單元為醫療管理系統。首先了解現有的漏血偵測技術的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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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一個簡化的感測電路，並利用微控制器讀入感測訊號並進行分析。接著研究系統內裝

置之間的一般的無線通訊機制，如 Wi-Fi、Bluetooth、LoRa 等。其中 LoRa 的傳輸距離最

較且屬較新技術，因此需研讀 LoRa 聯盟發布的規範及理解 LoRa 模組的運作機制，實作能

與 LoRa 模組交互溝通的 API。最後理解 MQTT 協定的運作，研究如何將由 LoRa 傳入的資

料，轉發佈到 MQTT Broker。 

 

 
圖 1  漏液監測系統的架構圖 

 

漏液監測系統的第一個單元是漏血感測裝置。此裝置將設計一個內含如圖 2 的分壓電

路，並以醫療用吸收材料包覆的軟性感測器，來接收血液滲漏時的電壓變化，並結合微控

制器轉化為數位訊號，進行邏輯判斷來驅動裝置內的警報顯示元件，並經無線傳輸技術同

時發送到警報裝置。該無線傳輸技術可以採用 Wi-Fi 或 Bluetooth 來實現。 

 

 

圖 2 分壓電路 

 

接著需要一種能收集漏血感測狀態的無線訊號的通知裝置，簡稱為警報裝置。此裝置

是漏液監測系統的第二個單元，這種裝置的主體為一個微控制器。警報裝置以病床為單位，

在特定範圍數量內(4 床到 10 床為一組)，接收各病床的感測狀態訊號，並分別地顯示漏血

的嚴重程度警報，讓就近的醫護人員能即時處理病患的危險情況。為了讓距離較遠的護理

站能監控病患的狀態，警報裝置將再經由低功耗長距離傳輸的無線通訊技術(LoRa)，將收

集到的各種感測狀態，傳送到漏液監測系統的第三個單元，稱之為醫療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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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管理系統能集中監控所有血液透析病患的漏血情況的系統，這個系統將架設在護

理站。管理系統將包含一個 LoRa Gateway，收集管理範圍內警報裝置的 LoRa 訊息，並轉

化為每個病患的漏血狀態資料，收集到的資料將存放在資料庫中。為了能讓護理站的管理

人員可以監控病患漏血狀態，管理系統必須建立 Application Server，並使用軟體框架設計

通用的 API，最後將資料視覺化地呈現在使用者介面。 

 

3.系統分析與設計 

系統的第一個單元是漏血感測裝置。如圖 3 所示，漏血感測裝置的架構由下列功能區

塊所組成：軟性感測器是被醫療用吸收材料包覆的軟性電路板，當血液滲漏時將產生電壓

變化；警報顯示元件是根據微控制器對感測資料的判斷來驅動警報的顯示；微控制器是針

對輸入的數位訊號判別血液滲漏的程度以控制警報顯示元件，並使用支援的無線通訊模組

傳遞感測資料到警報裝置；類比數位轉換器(ADC)是將軟性感測器產生的電壓變化轉換為

數位訊號；通訊部分，若採用 Wi-Fi 通訊協定，感測裝置將成為 STA，連結附近對應的警

報裝置內的 AP；若採用 Bluetooth 則感測裝置將成為藍牙通用屬性(GATT)伺服端，讓附近

對應的警報裝置掃描並建立連結。雖然漏血感測裝置能經由無線通訊模組告知警報裝置病

患是否陷於血液滲漏的危險，但如果因為外在干擾而導致無法建立通訊連結，警報裝置會

無法根據當前的感測資料來驅動警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感測節點也包含了警報元

件，能及時地顯示血液滲漏警報。 

 

 
圖 3 漏血感測裝置的功能區塊圖 

 

警報裝置的架構由如圖 4 所示的功能區塊所構成。微控制器：使用支援的無線通訊模

組接收感測節點的資料，並根據資料控制警報顯示元件；另外，並使用 LoRa 通訊模組轉

送資料到管理系統。Bluetooth：若採用 Bluetooth 的通訊協定，警報裝置將成為 GATT 客戶

端，掃描附近對應的感測節點並建立連結。Wi-Fi：若採用 Wi-Fi 通訊協定，警報裝置將成

為 AP，讓附近對應的感測節點內的 STA 建立連結。SPI：微控制器透過 SPI 聯繫 LoRa 收

發器模組，實現 LoRa Class A 的終端設備。警報裝置有多組的警報顯示，可對應於附近聯

繫著的感測裝置；根據微控制器對感測資料的判斷來驅動對應警報的顯示。最後警報裝置

將收集到的感測資料經由 LoRa 通訊傳送到醫療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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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警報裝置的功能區塊圖 

 

醫療管理系統的架構由如圖 5 的各功能區塊所組成。MQTT 伺服器實現 MQTT 協議，

讓感測資料能發佈到應用程式。LoRa Gateway 接收並解析警報裝置轉送的感測資料，並依

照規劃發佈解析後的資料到 MQTT Broker。MQTT Broker 負責控制與感測資料相關的主題

發佈及管理相關的訂閱。網路伺服器執行反向代理 MQTT Broker 運作的網址，控制路由及

負載平衡。應用程式伺服器是經由 MQTT client 的訂閱來收集感測資料，再透過 API 儲存

到資料庫或發送到使用者介面。MQTT client 則根據 MQTT 協議使用 TCP 或 WebSocket 來

訂閱主題，將接收到的感測資料再交由 API 處理。API 是依照需求將感測資料儲存到資料

庫；處理使用者介面發出的要求，從 MQTT client 或資料庫中擷取資料傳回給客戶端。資

料庫儲存了血液滲漏監測及其餘應用程式所需的資料。使用者介面則視覺化的呈現病患在

治療過程中是否有血液滲漏的狀況。 

 

 

圖 5 醫療管理系統的功能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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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成果 

1. 系統實作 

漏液監測系統全部硬體電路均採用 Fritzing 開源軟體來模擬電路的規劃。漏血感測裝

置的微控制器採用 Espressif Systems 的 ESP32 系列，此微控制器是一個整合 Wi-Fi 和藍牙

的低功耗單晶片微控制器，被廣泛應用在物聯網的設備。本研究使用的模組為

ESP32-WROOM-32，核心為 ESP32-D0WDQ6 的晶片。該晶片包含雙核 Xtensa 32-bit LX6

微處理器，時鐘頻率可在 80 MHz 至 240 MHz 之間調節運作。漏血感測裝置的電路設計如

圖 6 所示。漏血感測裝置的實作電路板如圖 7 所示。 

 

 

圖 6 漏血感測裝置的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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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作漏血感測裝置的電路板 

 

如圖 8 所示，漏血感測貼片的感測區域為寬 150mm，高 100mm 的圓角矩形，中間有

寬 100mm，高 50mm 的割除區域用於露出血液透析穿刺位置，未割除的感測區域會附著吸

水材料。感測區域共有 6 條裸銅線迴圈，並分為 3 組由內至外代表滲血程度輕微(Slight)、

中度(Medium)或危急(Critical)的感測迴路。 

 

 

圖 8 實作漏血感測貼片的電路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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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警報裝置的電路圖 

 

警報裝置之電路架構如圖 9 所示。警報裝置一樣採用 ESP32 微控制器並結合 LoRa 模

組來實現 Wi-Fi AP 及 LoRa node 的功能。微控制器採用 30 pins 的開發版，GPIO13 連結

Buzzer，GPIO32、33、25、26 連結警示用的 LED，GPIO16 連結 LoRa 傳送顯示的 LED。

LoRa 模組採用運作在 137 - 1020 MHz 的 SX1276。警報裝置之原型電路板架構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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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實作警報裝置的原型電路板 

 

圖 11  LoRa Gateway 之電路圖 

 

醫療管理系統採用 Raspberry Pi 3 B+來當作其微處理器，同時結合一 LoRa Gateway。

LoRa 模組採用運作在 137 - 1020 MHz 的 SX1276。LoRa Gateway 之設計電路如圖 11 所示，

其原型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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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實作 LoRa Gateway 之原型電路板 

 

表二  漏液監測系統的驗證測試結果 

裝置名稱 功能項目 測試結果 

(1) 漏血感測裝置 漏血感測 正常 

 漏血警示燈號 正常 

 漏血警示聲響 正常 

 WiFi 通訊 正常 

(2) 警報裝置 WiFi 通訊 正常 

 漏血警報燈號 正常 

 漏血警報聲響 正常 

 LoRa 通訊 正常 

 MQTT 發佈主題 正常 

(3) 醫療管理系統 LoRa 通訊 正常 

 MQTT Broker 正常 

 MQTT 顯示訂閱主題 正常 

 

2. 系統驗證 

首先開啟漏液監測系統的醫療管理系統，再依序開啟警報裝置和漏血感測裝置。針對

漏血感測裝置，我們實際以真人血液滴在漏血感測軟性電路板上，由於漏血感測軟性電路

是以人體血液電阻值(15 千歐姆)來設計分壓範圍，因此可以正確偵測出漏血狀況。測試不

同漏血狀況時，軟體會以較嚴重漏血狀況做成判斷，例如當圖 6 右下方所示 R_blood_s(輕

微)和 R_blood_m(中度)腳位信號同時都成立時，漏血感測裝置會判斷出發生中度漏血狀

況，並依功能要求啟動黃色警示燈號與發出蜂鳴器聲響，並可將此漏血狀況，如規劃設計

般地透過 WiFi 傳輸到警報裝置。警報裝置也如預期點亮對應病床的警示燈號，並發出較大

聲警報聲響，同時也會將此漏血訊息正確地透過 LoRa 傳輸到醫療管理系統的 LoRa 

Gateway。醫療管理系統上的 APP經由其 Raspberry Pi的GPIO，可正確地讀取 LoRa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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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到的漏血訊息。漏血訊息事實上是以 MQTT over LoRa 方式傳輸，Raspberry Pi 上建有

MQTT Broker，警報裝置上則有 MQTT Client APP。以 FireFox 瀏覽器上的 MQTT Client 觀

察所訂閱的漏血訊息主題，瀏覽器內容可以正確地顯示出漏血狀況。上述漏液監測系統的

驗證測試結果如表二所示。如圖 13 監看網頁畫面所示，護理站人員可一眼看出透析時第一

病房的第二床患者有紅色警報，表示該患者有嚴重漏血狀況。 

 

 

圖 13  透析時漏血狀況之實作監看網頁畫面 

 

五. 結論 

本研究採用了當前新興的物聯網技術，實作用於血液透析的漏血監測系統。根據功能

驗證，選擇適當的 ADC 感測範圍(等效於電壓變化範圍)，病患身上的漏血感測裝置就能夠

經由邏輯判斷來驅動警示，讓護理人員能即時處理危險情況。系統中的警報裝置能經由

Wi-Fi 結合 UDP 協議來收集附近病患的漏血資料。接著經由 LoRa 結合 MQTT-SN[15]協議，

警報裝置能漏血訊息傳送到醫療管理系統的 LoRa Gateway 並發佈到 MQTT Broker。醫療管

理系統的應用程式能向 MQTT Broker 訂閱漏血監控的主題，顯示病患的情況。經過上述驗

證，本研究確實完成了漏血監測系統的基礎功能，而在未來的實務運用上系統尚有優化的

空間。 

目前漏血感測裝置及警報裝置之間採用 Wi-Fi 來進行溝通，需要慎選頻道來避免重

疊，減少訊號互相干擾，而且警報裝置與附近的感測裝置作匹配的方式是採用特定的帳號

及密碼來篩選，這樣感測裝置本身必須先保存驗證資料才能與警報裝置進行連線，在實務

規劃上缺乏擴展性。未來可以採用藍芽進行通訊，其運用的跳頻技術及配對的機制能改進

上述問題。醫療管理系統目前採用 LoRa 通訊結合 MQTT-SN 協議來實現與警報裝置之間的

訊息傳遞，未來可以遵循 LoRaWAN 的規範將監測系統集成至醫療物聯網。 

最後補充說明：本論文所介紹之智慧物聯網型漏血偵測貼片與系統之研發成果，係屬

整體系統之先期功能性與可行性探討為主，由於尚未進入第二年計畫的研發與改進，故臨

床人體試驗與臨床試驗數據收集與改良均尚未進行，漏血偵測貼片與系統之臨床安全性與

有效性仍有待後續研究與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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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利用模擬移動床連續分離純化蟲草素(cordycepin) 達純度 60%~90%。研究中使用

的模擬移動床具備 6 支 ID10 × L250 mm 的 C18 層析管柱，並基於三角理論預測模擬移動床的

操作條件。結果顯示，當模擬移動床進出口流速設定為移動相(Desorbent) 6.0 mL/min；進料(Feed) 

0.6 mL/min；萃出液(Extract) 2.5 mL/min；萃餘液(Raffinate) 4.1 mL/min，切換時間為 3 分 10 秒

時，可獲得最佳純化條件，純度可由萃取物中的 4.06％提高到 65.67%。蟲草素具有抗發炎、抗

腫瘤及抗衰老等功效。因此在生技、醫藥及美妝產品的應用上，預期能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根據

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北蟲草萃取物每日使用量以蟲草素計算，不得超過 3.6 毫克，但若服用量

太少則無顯著效果。因此，若是能將蟲草素提純，就能輕易控制使用劑量。模擬移動床是一種連

續式的層析裝置，能提高蟲草素的純度，去除多餘雜質。如能取得較高純度蟲草素的原料能夠幫

助生產者將成本降低及進行產品成分開發。此設備可解決傳統純化設備僅能批次式進行及消耗許

多溶劑和耗材的問題。所使用之溶劑不像傳統方法使用大量有機溶劑，而是容易取得的水與乙醇，

對環境不會額外產生污染。另外模擬移動床使用電腦控制並且能夠 24 小時連續運轉，可大幅度

的降低人力成本。未來亦能運用在其他天然物的純化應用。 

 

關鍵詞：冬蟲夏草、北冬蟲夏草、蟲草素、純化、模擬移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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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simulated moving bed was used to continuously separate and purify cordycepin to a 

purity of 60% to 90%. The simulated moving bed used in the study is equipped with 6 chromatography 

columns (C18, ID10 × L250 mm), and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simulated moving bed are predicted 

based on the triangle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let and outlet flow rate of the simulated 

moving bed is set to the Desorbent 6.0 mL/min; Feed 0.6 mL/min; Extract 2.5 mL/min; Raffinate 4.1 

mL/min, when the switching time is 3 minutes and 10 seconds, the best purification conditions can be 

obtained, and the purity can be increased from 4.06% in the extract to 65.67%. Cordycepin effects is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and anti-aging et al.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medicine 

and beauty products, it is expected to have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According t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announcement, the daily usage of Cordyceps militaris extrac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cordycepin, which should not exceed 3.6 mg, but if the amount is too small, it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Therefore, if the cordycepin can be purified, the dosage can be easily controlled. Simulated 

moving bed is a continuous chromatography device that can improve the purity of cordycepin and remove 

excess impurities. The raw materials with higher purity cordycepin can help producers reduce costs and 

develop product ingredients. This equipment can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raditional purification 

equipment can only perform in batches and consumes many solvents and consumables. The solvent used 

is water and ethanol that are easily availabl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using a large amount 

of organic solvents which will not cause additional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simulated moving bed is controlled by a computer and can run continuously for 24 hours, which can 

greatly reduce labor costs. It can also be used in the purification of other natural materials in the future. 

 

Keywords：Caulerpa racemose, Caulerpa lentillifera, caulerpin, marine drugs simulated moving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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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蟲草素(cordycepin)技術可行性研究    

 

一、緒論 

    蟲草素（Cordycepin）的化學結構如表 1 所示，是野生冬蟲夏草和北冬蟲夏草中，所含有的

特有活性物質，具有抗腫瘤、提升白細胞數量等功效。蟲草素藥物可用於治療白血病，目前已被

美國 FDA 批准，進入三期臨床實驗[1,2]。蟲草素發現於 1951 年，是德國 Cunningham 等人，由

北冬蟲夏草（蛹蟲草）培養液中分離出，屬於核苷類抗生素，為一種生物鹼[3-4]，自此醫界與學

界，開始對蟲草素各項藥理作用的研究與開發，包括萃取製備、生物活性、藥用價值、功能作用、

作用機理以及利用開發。在 70 年代時，蟲草素就已發現具有抑制腫瘤、抗瘧原蟲和抑制 mRNA

翻譯的作用[5-6]。在抗腫瘤方面，研究顯示蟲草素對乳腺癌[7]、肺癌[8]、乳腺癌[9]、口腔癌、

肝癌[2,10]等，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其他如免疫調節、抗病毒、抗菌、抗真菌、抗炎、抗衰老、

改善記憶、降血脂血糖、抗血栓等，均有文獻顯示其相關的藥理活性[2,11-12]。近年更進一步確

認出蟲草素對於 DNA 以及 RNA 的合成抑制作用的機轉，主要蟲草素(3’脫氧腺苷)為近似於腺嘌

呤化合物，當 DNA 及 RNA 合成時，會被使用於新的合成序列上，當下次合成時，碰到錯誤的

遺傳密碼，就會使得複製停止，進而使細胞發生凋亡，無法產生新細胞。由於人體的正常細胞，

因為有 DNA 修復機制，可以去除錯誤的遺傳密碼，對正常細胞不會發生影響，但大多數腫瘤細

胞、病毒(包括 HIV)、及細菌，缺乏這類機制，就會發生細胞凋亡[6]。因此很適合做為抗菌、抗

病毒或抗腫瘤的新藥開發。 

 

表 1 蟲草素(Cordycepin)及腺苷(Adenosine)化學結構 

蟲草素─Cordycepin 腺苷─Adenosine 

  

 

二、文獻探討 

2.1 北冬蟲夏草與蟲草素 

北冬蟲夏草（Cordyceps militaris）又稱北蟲草、蛹蟲草、東北蟲草，主要寄生於鳞翅目和鞘

翅目等昆虫蛹体上的真菌，與冬蟲夏草（Cordyceps sinensis）為同屬異種的近緣種[13]。兩者的

營養成分及藥用功能相似，但研究陸巍傑等人發現北冬蟲夏草的蟲草素含量，遠高於野生冬蟲夏

草，如表2[14]。相較於冬蟲夏草，北冬蟲夏草更容易以人工培育，因此近年皆以人工栽培之北冬

蟲夏草，作為藥用保健或是取得蟲草素來源的標的[15]。 

蟲草素在促使腫瘤細胞凋亡的方式，主要在其核糖部分的3'位置沒有氧，因此DNA及RNA合

成時，遺傳密碼鏈將因摻入蟲草素導致延長終止，當DNA及RNA複製停止時，就會導致細胞凋

亡，達到殺死腫瘤細胞的目的。此外，在蟲草素治療人類白血病機制，被韓國同惠大學的Jin-Woo 

Jeong所發表出來，研究顯示蟲草素促使了活性氧產生，使得細胞色素c由粒腺體釋放到細胞質，

進一步活化胱天蛋白酶級聯反應，最後導致細胞死亡[16]。K. Nakamura等人以細胞實驗發現，蟲

草素對B16-BL6小鼠黑素瘤（IC50 = 39μM），和小鼠Lewis肺癌（IC50 = 48μM）的生長曲線顯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8723331100030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872333110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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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顯著的抑製作用[8]。Hogyoung Kim等人，研究發現蟲草素可有效抑制PARP阻斷與肺損傷相

關的炎症，並可以抑制PARP-1對BRCA1缺乏性乳腺癌細胞的殺傷[9]。Ying Xiong MD. 等人研究

了免疫抑制的效果蟲草素對T細胞活化 的體外和體內及其相關機制。發現蟲草素顯著抑制了

ConA誘導的脾細胞增殖，Th1和Th2細胞因子的產生以及CD4+和CD8+ T淋巴細胞的數量，並刺激

NF-қB和NFAT信號轉導途徑[17]。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大仁科技大學黃郁婷利用老鼠游泳耐力

試驗（Endurance Exercise）作為模式，結果顯示，老鼠攝食北蟲草產品可以提高抗疲勞情形並對

耐久性之運動具有改善生理功能之作用[18]。大葉大學潘孟均證實北蟲草醇類萃取物，具有抑制

組織胺能力[19]。虎尾科技大學蔡博宇證實將北蟲草菌株以黃豆粉100%當氮來源時，菌株子實體

之萃取物具有抗氧化特性[20]。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何思妍證實，人工栽培之北蟲草具有良好的抗

腫瘤能力[21]。另外在病毒的抑制相關研究，蟲草素對新城疫病毒[22]、西方馬腦炎病毒[23]、

Semliki 森林病毒[24]、漢他病毒[25]等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由於蟲草素在臨床研究顯示具有

抗病毒活性，在2020年時，Akalesh Kumar Verma及Rohit Aggarwal以蟲草素抗SARS-CoV-2活性，

治療48小時後，可使病毒複製抑制率達為65％ (E基因) 和42％ (N基因)。因此證實了蟲草素對

COVID-19治療的潛力[26]。 

 

表 2 北冬蟲夏草和真菌中腺苷和蟲草素的测定结果[14] 

樣品 部位 腺苷% 蟲草素% 

北冬蟲夏草 

(批號 20100511) 

全 0.069 1.307 

北冬蟲夏草 

(批號 20091218) 

全 0.070 1.225 

北冬蟲夏草 

(批號 20100407) 

全 0.062 1.528 

野生北冬蟲夏草 全 0.075 0.124 

野生冬蟲夏草 子座 

幼蟲 

0.069 

0.023 

0.019 

0.009 

姬松茸 傘 

柄 

0.096 

0.086 

 

美味牛肝菌 傘 

柄 

0.094 

0.046 

 

灰樹花 傘 

柄 

0.034 

0.022 

 

猴頭菇 傘 

柄 

0.044 

0.019 

 

羊肚菌 全 0.13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Verma%2C+Akalesh+Kumar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Aggarwal%2C+Ro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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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 

由於目前現階段蟲草素的純化除結晶法外，大多數以大孔樹脂提純[27]、高速逆流層析法等，

需要使用大量的溶劑、甚至毒性較高的有機溶劑，而結晶法往往需要粗萃物先以其他的方式，提

高蟲草素的濃度，才適合進行。因此本研究採用模擬移動床，期望能以毒性低的乙醇水溶液作為

移動相分離純化蟲草素，達到連續式生產的綠色製程。 

模擬移動床(simulated moving bed, SMB)是一種利用層析來分離物質的裝置，該裝置具備多

管柱，而固定相的流動，係透過改變進料及出料的位置，達成模擬真實移動床的目的。模擬移動

床的原理，如圖 1 顯示，是一個具備移動相(Desorbent)向右流動，而固定相(Solid)向左流動的裝

置，當注入含有 A B 兩種成分的進料(Feed)時，滯留性強的 A 將會被固體吸附劑往左帶，而滯留

性弱的 B 將會隨流動相往右移動，藉此方式，將 A B 兩種成分分開，分別由萃取端(Extract)及萃

餘端(Raffinate)流出。相較於批次式的層析製程，模擬移動床是連續式的製程，因此分離效率高，

可獲得產物濃度高，溶劑使用較少。但要達到連續式的分離純化，製程設計較為複雜，因此需用

數學模型，計算出可能的操作條件，再進行實驗。模擬移動床的數學模型主要分為 SMB 模型及

TMB 模型。SMB 模型是以動態的方式描述模擬移動床的分離過程，TMB 模型則是把模擬移動

床假設為如同 TMB (真實移動床)固定相與移動相流動的操作，簡化了模型計算。雖然這兩種計

算模型計算結果有細微的差別，但 TMB 模型也能很好的預測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條件[28]。 

 

圖 1 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雙成分物質示意圖 

 

三角形理論是 TMB 數學模型中重要的一個理論，可用於模擬移動床中，各分區流速設定以

及管柱切換時間的估算。三角理論的數學模型，則需要管柱中固定相孔隙度(void fraction, ε)以及

物質 A 及 B 在固定相中等溫吸附亨利常數(Henry constants) KA 及 KB，假設 Q 為各區塊移動相流

速，t 為切換時間，V 為固定相體積，則可以獲得關係式(1) [28-39]: 

ε =
𝑡0𝑄

𝑉
    𝐾𝑖 =

𝑡𝑖
𝑅−𝑡0

𝑡0

𝜀

(1−𝜀)
 (𝑖 = 𝐴, 𝐵)                                               (1) 

 

在三角理論中各區的定義如式(2)，且 KA 及 KB 必須滿足式(3) [35-39]: 

𝑚𝑗 =
𝑄𝑗

𝑆𝑀𝐵𝑡∗−𝑉𝜀

𝑉(1−𝜀)
 (𝑗 = 1, … ,4)                                          ( 2 ) 

Feed

A+B

ZONE 1 ZONE 2 ZONE 3 ZONE 4

Extract

A

Raffinate

B

Desorbent

A

B

Solid Recycling

Desorbent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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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𝐾𝐴 ≤ 𝑚1

𝐾𝐵 ≤ 𝑚2 ≤ 𝐾𝐴

𝐾𝐵 ≤ 𝑚3 ≤ 𝐾𝐴

𝑚4 ≤ 𝐾𝐵

                                                                (3) 

 

若達上述關係式條件，可根據圖 2 三角理論圖，擬合並推估出閥件切換時間、移動相流速

及 Feed 流速等分離純化操作條件。 

 

 
圖 2 三角理論可操作條件範圍 

 

三、研究目的與方法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使用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北冬蟲夏草之萃取物中蟲草素。並利用三角理論擬合

出模擬移動床的操作條件，使蟲草素純度達 60-90%。 

北冬蟲夏草萃取物的來源，係將乾燥的北冬蟲夏草粉碎再放入超音波萃取槽中，以 95%乙醇

於 75℃萃取後，濃縮所獲得。由於萃取物中除了含有蟲草素外，還有許多其他雜質，因此研究中

以模擬移動床，將蟲草素提純，但模擬移動床為連續式分離純化製程，操作參數的設定相對複雜，

因此需借助三角理論的計算，擬合出可操作的條件範圍，再經實驗確認出最佳的操作參數。 

 

3.2.蟲草素研究流程  

模擬移動床連續純化蟲草素的研究流程如圖 3 所示，其流程分述如下: 

1. 將乾燥的北冬蟲夏草置於粉碎機，進行粉碎。 

2. 將粉碎後的北冬蟲夏草，加入 95%乙醇，使乙醇液體高於北冬蟲夏草的粉碎物，以 75℃

震盪 4 小時。 

3. 以 6μm 濾紙過濾殘渣，獲得北冬蟲夏草乙醇粗萃液。 

4. 將北冬蟲夏草乙醇粗萃液，置入旋轉蒸發儀進行減壓濃縮，以去除乙醇及水分，真空度

為 640mmHg，溫度由最初 45℃去除大部分乙醇後，再逐步調整至 75℃以去除水分。 

5. 將減壓濃縮完成後的北冬蟲夏草粗萃物，取 0.5g 加入 95%乙醇 5mL，經離心過濾後，注

入 HPLC 分析，並比較標準品，確認蟲草素的波鋒。 

m2

m
3

純萃取物

純萃餘物
純萃取及
萃餘物

不純物

KA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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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蟲草素標準品，以不同濃度，注入 HPLC，製作檢量線，以利後續模擬移動床產出物分

析蟲草素濃度。 

7. 將北冬蟲夏草萃取物溶解在甲醇水溶液，過濾後，注入連接模擬移動床管柱之 HPLC 進

行分析，得到蟲草素濃度及層析圖譜，確認蟲草素在模擬移動床管柱的滯留時間，計算

亨利常數 KA 及 KB。 

8. 以 1000 mg/L 之硝酸鈉水溶液，作為連接模擬移動床管柱之 HPLC 樣品，並以不同移動

相流速 0.5、1、1.5、2、3、5 及 7 mL/min，獲得不同滯留時間，並計算管柱之孔隙度ε。 

9. 以步驟 7 及 8 所獲得之孔隙度及亨利常數，代入三角理論進行數值擬合，推估出模擬移

動床管柱切換時間及各出入口流量。 

10. 根據步驟 9 所求得的數值，將步驟 1 所配製之北冬蟲夏草粗萃物溶液泵入模擬移動床試

做。 

11. 將步驟 10 模擬移動床試做所收集到萃取端(Extract)及萃於端(Raffinate)之分離溶液進行

HPLC 分析。 

 

表 3 蟲草素 HPLC 梯度分析條件 

Time(min) 
Flow rate 

mL/min 

Ratio 

A% B% 

0 1 15 85 

15 1 15 85 

16 0.75 85 15 

19 0.75 85 15 

20 1 15 85 

25 1 15 85 

A: Methanol  B: 0.02M KH2PO4 

Column: Phenomenex Luna C18, 5μm, 

4.6mm×25cm 

Wavelength: 254nm 

 

3.3 蟲草素分析 

    實驗進行時，北冬蟲夏草粗萃物及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的收集液，需以 HPLC 檢測蟲草素濃

度才能進一步確認分析物是否達到純化的目標，HPLC 的分析條件如表 3 所示。HPLC 使用的管

柱為 Phenomenex Luna C18 (5μm, 4.6mm×25cm)，移動相為甲醇及磷酸二氫鉀水溶液，當層析進

行時，移動相先以 15%的甲醇進行沖提 15 分鐘，使蟲草素等極性較高的成分脫附，再以 85%甲

醇沖提 3 分鐘，使低極性成分由管柱中脫附出來，防止管柱發生阻塞，之後回復原本 15%甲醇，

使管柱平衡。 



110                       正修學報 第三十四期 民國一百一十年 

 

 

圖 3 模擬移動床純化蟲草素研究流程圖 

 

表 4 北冬蟲夏草之萃出率 

項目 北冬蟲夏草 

原料重(g) 39,300 

樣品乾重(g) 34,977 

含水率 a 0.89 

萃出物重(g) 4,460 

萃出率 b 0.113 

a 含水率=(樣品濕重-樣品乾重)/樣品濕重 

b 萃出率=萃出重/樣品乾重 

 

 

北冬蟲夏草
乙醇粗萃物

模擬移動床
參數調查

操作參數
擬合

模擬移動床
試做

HPLC分析

孔隙度、亨利常數

擬合各出入口流量

及切換時間

北冬蟲夏草

超音波萃取

過濾

減壓濃縮

75 ，4小時95%乙醇

6μm濾紙

40~75 ，
640mmHg

根據HPLC分析結
果，調整不同切換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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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4.1 蟲草素萃取 

    研究中用來提純蟲草素的原料北冬蟲夏草共 39.3kg，經 40℃乾燥後。粉碎至 20 mesh 以上，

再以 95%乙醇做為萃取溶劑經超音波萃取、過濾及減壓濃縮後獲得北冬蟲夏草粗萃物共 4460g，

萃出率約為 0.113，如表 4 所示。萃出物再經 HPLC 分析與標準品比對，如圖 4，可以發現蟲草

素萃出物，具有相當顯著的蟲草素(Cordycepin)的波峰，表示萃取物中蟲草素含量相對高，有利

於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後的鑑識。 

 

圖 4 北冬蟲夏草萃取物與蟲草素及腺苷層析圖譜 

 

圖 5 (a)不同體積比的甲醇水溶液，對蟲草素層析時影響；(b)甲醇水的比例為 25/75 時北蟲

草粗萃物及標準品圖譜。 

 

4.3 模擬移動床參數調查及試做結果 

4.3.1 單一管柱測試 

模擬移動床在進行實機操作前，須先以單一管柱，進行孔隙度及亨利常數的調查，實驗中採

0 5 10 15 20 25

Time(min)

Cordycepin

Adenosine
Cordyceps militaris 

Extracts

Standard

0 5 10 15 20

Time (min)

MeOH/water 

70/30

MeOH/water 

50/50

MeOH/water 

25/75

0 5 10 15 20

Time (min)

Cordyceps militaris Extracts

Cordycepin

Cordycepin & 

Adenosine

CordycepinAdenosin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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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預先填充好的管柱，規格為 10 × 250 mm 的不鏽鋼管柱，填充固定相為璞捷科技的產品

Purject 水性 C18 (40~70μm)，移動相則是甲醇及水的混合溶液，流速設定為 2.5 mL/min，UV 的

吸收波長設定為 254nm。圖 5(a)為不同體積比的甲醇水溶液移動相，對蟲草素層析時影響。圖中

可以發現，蟲草素的滯留時間，隨甲醇濃度的降低而變長，不純物與蟲草素的滯留時間差也相對

變長，當甲醇水溶液的體積比為 25/75 時，可以獲得最佳的解析度。為了確認以 25/75 甲醇水溶

液沖提時，滯留時間 13 分時的成分為蟲草素，研究中也使用 25/75 甲醇水溶液的移動相條件，

對市售標準品做層析，如圖 5(b)。由圖 5(b)中可以發現，北冬蟲夏草粗萃物中，蟲草素的滯留時

間為 13 分鐘，與標準品的滯留時間相同，並非北冬蟲夏草中可能存在的另一成分的腺苷(滯留時

間為 11.5 分鐘)。因此，研究中可以使用 25/75 的甲醇水溶液作為模擬移動床移動相。 

 

4.3.2 三角理論擬合 

研究中管柱的孔隙度，以硝酸鈉做為測試樣品，再以不同的移動相流速沖提，所獲不同的滯

留時間代入式(1)，可獲得孔隙度數值為 0.306。另外，再根據圖 5(a)中單一管柱測試結果，可以

將蟲草素及腺苷的滯留時間，代入式(1)獲得亨利常數 KA 為 0.320、KB 為 3.590。將所獲得管柱的

孔隙度以及亨利常數 KA、KB，代入式(2)及式(3)，求得不同模擬移動床切換時間的 m2 及 m3，

然後再以 KA、KB，繪製出的三角理論圖，推估模擬移動床的切換時間及各出入口的流速值，是

否落在三角理論的操作範圍內，如圖 6 所示。在圖 6 中，三角形的區域是三角理論中，純萃取物

及純萃餘物的操作區域。當三角理論擬合時，設定移動相(Desorbent) 6 mL/min；進料(Feed) 0.6 

mL/min；萃出液(Extract) 2.5 mL/min；萃餘液(Raffinate) 4.1 mL/min，切換時間為大約在 3 分鐘左

右，可以使擬合值落入三角形的區域，代表該條件的設定值，可能可以分離純化蟲草素。因此可

以此條件，進行模擬移動床實機操作。 

 

圖 6 三角理論擬合圖 

 

4.3.3 模擬移動床組態設計 

模擬移動床的設計，是採用多個層析管柱作為固定相，並且定時地切換流道，使得固定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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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相得以逆向流動所構成的製程技術。在本研究中，所採用的管柱數為 6 個，流道與管柱的相

對位置如圖 7，固定相的流動，是藉著移動相流道進出口的改變，模擬出固定相的流動。因此固

定相與移動相的逆向接觸，使得極性低的蟲草素有效率地被分離，由萃取端流出，且高極性的雜

質由萃餘端流出。 

 

圖 7 模擬移動床組態設計 

 

4.3.4 模擬移動床實驗與結果 

根據單一管柱的實驗結果，再搭配使用三角形理論設定模擬移動床實機操作條件。模擬移動

床採用 6 個 I.D.10 mm x 100 mm 填充管柱，填料為 Purject 水性 C18 (40~70μm)。進出口的流速

條件分別為：移動相(Desorbent) 6.0 mL/min；進料(Feed) 0.6 mL/min；萃出液(Extract) 2.5 mL/min；

萃餘液(Raffinate) 4.1 mL/min，在固定各出入口的流速條件下，進行不同切換時間的實驗，再觀

察模擬移動床萃出及萃於端兩個出口的 HPLC 圖譜變化，如圖 8。 

根據圖 8(a) 結果可知，當切換時間分別為 5 分鐘時，大部分物質及蟲草素從萃餘端被沖提

出來，僅少部分的物質由萃取端流出，這說明模擬移動床的切換時間過長，固定相的流速相對於

移動相的速度過慢，使得大部分物質從萃餘端脱附。 

當切換時間縮短為 4 分鐘時，如圖 8(b)。可以發現，位於滯留時間 13 分鐘的蟲草素波峰，

有部分由萃出端流出，部分蟲草素及大部分的滯留時間 13 分鐘前的物質由萃餘端萃餘端流出。 

若繼續縮短切換時間至 3 分 10 秒時，如圖 8(c)，此時蟲草素已經全部從萃出端流出，而且

現腺苷也開始從萃出端被沖提出來。另外在圖中也發現，滯留時間在 2~8 分鐘的弱滯留性雜質全

部由萃餘端被沖提出，這顯示蟲草素及雜質，已被模擬移動床分別分離制萃出端及萃餘端。在此

條件下，蟲草素在萃出端所收集的重量百分比已經從進料的 4.06％提高到 65.67%，已達預期目

標的 60%。另外，腺苷的重量百分比也從進料的 0.11％提高 0.91%。 

Desorbent

Extract

Feed

Raffinate

C1 C2 C3 C4 C5 C6

管柱移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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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模擬移動床萃出及萃於液的層析圖(a) 切換時間 5 分；(b) 切換時間 4 分；(c)切換時間 3

分 10 秒。 

 

五、結論 

    本研究以模擬移動床連續純化蟲草素，可獲致以下結論: 

1. 北冬蟲夏草乾燥處理後，再以超音波乙醇萃取，萃出率可達 0.113。 

2. 模擬移動床採用的固定相為 Purject 水性 C18 (40~70μm)，單一管柱測試時，可獲得亨利常

數 KA 為 0.320、KB 為 3.590。 

3. 根據三角理論擬合結果，模擬移動床進出口流速分別為移動相(Desorbent) 6.0 mL/min；進料

(Feed) 0.6 mL/min；萃出液(Extract) 2.5 mL/min；萃餘液(Raffinate) 4.1 mL/min。 

4. 當進出口固定三角理論擬合之流速條件，根據模擬移動床實機操作結果，切換時間為 3 分 10

秒時，可獲得最佳純化條件。 

5. 研究中以模擬移動床提純蟲草素，純度可由萃取物中的 4.06％提高到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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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制度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對購買意圖
的影響─以生產追溯二維條碼(QR CODE)為例 

 

林謙和 周秀蓉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與實證研究，歸納出制度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與購買意

圖五個變數並以生產追溯制度(QR CODE)為例來探討消費者對於政府所實施之相關措施的瞭解程

度及影響。本研究利用電子問卷形式發放問卷蒐集調查樣本，本研究利用電子問卷形式發放問卷

調查樣本，共計回收 371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制度信任的建置完整程度會正向影響知覺

價值、態度及主觀規範的消費意識形成，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圖，透過數據分析得知，消費

大眾對於政府的制度措施及信心度仍有待加強。本研究經分析結果推論歸納出以下建議：1.透過

第三方公正單位確實實行食品相關認證及 2.加重違法相關法令的罰則。3.加強消費大眾對政策及

標章的認知與輔導支持優良廠商。4. 輔導廠商業者配合政府相關法令政策。5. 食品業者對商品品

質應嚴格把關。 

關鍵字：制度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購買意圖、食品標章 

The Effects of Consumers’ Institutional Trust, Perceived 

Value,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Norm on Purchase Intention: A 

Case Study of QR Code for Traceability 

Chien-Ho Lin , Hsiu-Jung Cho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ference, the author concluded 5 variabl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trust, perceived value,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urchase intention, to discuss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to the government’s food safety related measures and their effect in the example of QR 

code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This paper utilized electrical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samples. 371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actnes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positively 

influence perceived value, attitude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sumer awareness of subjective norm, thus,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The data analysis indicated the society’s faith toward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olicies was still weak.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n the study: 

1.To authorize independent third parties to enforce food related certification and supervision. 

2.To aggravate the punishments of violating the food safety laws. 

3.To strengthen people’s understanding to the policies and certification labels and the counselling to fine 

food pro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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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o instruct the food providers to follow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laws. 

5.To demand the food companies to enforce a strict quality examination system. 

Keywords: institutional trust, perceived value,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urchase intention, QR CODE 

for traceability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塑化劑事件開始，大統長基、頂新等黑心油事件的發生，一連串食安事件爆發，引發了民

眾長期重要卻被忽視的食品安全問題，令人訝異的是，產品還是經過食品 GMP 認證核可的食用油，

政府的信用及對認證標章制度的信心瞬間崩塌。 

Kim & Tadisina(2007)認為信任是消費者對供應商提供服務之能力及善意的認知。而 Day(1990)

提到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知覺價值為決定是否購買決策形成的要素之一。近年來也持續推動

專門機構認證之安全衛生相關的食品品質認證，品質標章認證的管理也是食安的管理重點。透過

食品安全與衛生相關的品質標章認證機制核可的食品皆要循環可持續發展原則，在特定環境中，

依照特定的方式生產、加工，達到一定的安全衛生標準。目前台灣食品安全相關的品質管理體系

依舊存有問題，在品質監測檢驗體系方面等各項指標難以快速有效的檢測，而在食安問題爆發後

政府監督執法方面，對於違法之不肖業者亦沒有徹底堅決的懲罰，因此在在影響消費者對於食品

安全相關認證的信任程度。 

根據 Nelson(1970)研究中提到的分類方法中，食品同時具備搜尋品、經驗品與信任品三種特性。

而學者 Caswell(1998)在研究中提到，對於搜尋品及經驗品特性，市場機制可以自動平衡資訊不對

等的問題，但是，對於信任品特性，市場機制幾乎失靈，形成檸檬市場(lemon market)，所謂檸檬

市場就是賣方擁有比買方更多資訊，甚至有劣質品驅逐良品的現象，造成優質業者反而無法生存

的惡性循環當中，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發生，應建立監督認證制度有效將安全有品質之食品分類出

來以利消費者辨識。本研究透過 Ajzen 在 1985 年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架構下發展出制度

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與購買意圖作為本研究架構，故本研究欲達成之目的如下： 

1.以生產追溯(QR code)探討消費者對於制度信任對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與購買意圖的影響。 

2.歸納研究發現提供相關單位或業者參考。 

二、 文獻探討 

起初食品使追溯性的概念起源是由於英國在 1986 年時爆發了狂牛症事件，疫情不斷的擴大

延燒一直到 1993 年來到了最糟的狀況，平均每月有將近 4000 頭的牛遭受感染，英國政府為此事

件在 1988 年時實施了「牛隻護照系統」，要求 1988 年 1 月 1 日後出生的牛隻必須登記其性別、

品種、親子關係，以確保牛隻的辨識及追蹤狂牛症。 

生產追溯開始是由農糧署所推動的，也就是生產者將其生產的農產品資訊登錄到生產追溯系

統的平台，讓消費者在購買台灣農產品時可以藉由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掃描包裝上的二維條碼，

或是透過條碼上的追溯號碼在追溯系統上查詢，增進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度。然而生產追

溯的概念已經慢慢推廣延伸至許多商品上，也陸陸續續有許多食品業者做自發性的管理，將所生

產的商品在外包裝上附上生產相關資訊的二維條碼，提供消費者商品來源等相關之資訊，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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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消費者對商品之信任度。目前二維條碼之應用結合大數據的發展，國外有諸多研究顯示二維

條碼在生產管理方面有許多優勢，如：儲存資訊量較高、糾錯能力好、容易取得及具防僞功能等，

較為不足的部分為目前對於條碼內容沒有明確的統一規範。 

1.制度信任 

 本研究參考採用張苙雲(2000)、梁漢偉(2013)提出的制度信任觀點，將信任分別分為集體

能力認可、代理倫理的秉持及仲裁救濟效力三個因素做為研究指標;1. 集體能力認可：指認證、驗

證機構、政府與經營者均有能力處理應執行的內容;2. 代理倫理的秉持：指系統內的代理人員皆能

遵守代理角色或職務應注意之義務、倫理規範以公平正義原則替委託者的權益為優先考量;3. 仲裁

救濟效力：指各單位皆能監督各階段執行的情況並取締不法之行為。Luhman (1980)「信任」一詞

在許多領域上有諸多的相關研究，社會秩序不只建立在人際互動的善意與信任，同時也利基於人

對非屬個人層次的社會建構信任，稱之為「體系信任」(system trust)，或是「制度信任」(張苙雲，

1997、1998)。本研究將信任此一變數採用「制度信任」(張苙雲，1997、1998)所提出的三個構面制

度集體能力認可、代理倫理、救濟效力，作為此研究信任的建構因子。 

2.知覺價值 

1985 年學者 Thaler 所提出的交易效用理論中提到關於產品全面的「知覺價值」是藉由交易價

值(transaction utility)及獲得價值(acquisition utility)組成。Sweeney and Soutar(2001)提出的四種構面將

知覺價值分為，品質功能性價值、情感價值、價格價值、及社會性價值；1. 品質功能性價值；出

自產品的知覺品質或期望；2. 情感價值：對於產品的感覺；3. 價格價值：長期或短期的投入金錢

成本；4. 社會價值：對自我認知的影響程度。 

3.態度 

Fishbein & Ajzen(1975)將態度定義為對目標特定作為的正向或負向的感受。本研究根據

Abelson et al.(1982)、MacKenzie, Lutz  &  Belch(1986)與 Bitner(1992)和 Bloch(1995)的相關文獻，把態度

分為認知態度、感情態度兩個構面，作為研究變數；1. 認知態度：指使用商品對外界刺激之聊解

與評價的程度；2. 情感態度：指使用商品之內在感覺的喜好程度反映。 

4.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一詞是由 Ajzen(1985)所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中行

為意向模式裡出現，如圖 1。在計畫行為理論研究中主觀規範為影響消費者行為意圖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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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行為理論 

   Fishbein & Ajzen(1975)說明主觀規範是指個人在從事某特定行為的時候所感受到社會壓力，會

因為周遭的親友認同支持與否而影響購買特定商品或是觸發某種特定的行為。也就是說當個人所

處的周遭社會傾向是於支持某種特定的行為，個人的動機會越傾向於大眾所支持的行為而妥協，

受到主觀規範的影響就越強，間接增加某種行為的發生。 

    Fishbein & Ajzen(1975, 1980)指出主觀規範是藉由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 NB)與順從動機

(Motivation to Comply, MC)兩個因素的乘積總和所構成。其中規範信念是係指個人知覺感受到認

為重要的群眾採取某種行為的看法，進而對自身形成壓力；順從動機就是個人的意願趨向群眾的

期望之行為意願。 

5.購買意圖 

綜合許多研究歸納出購買意願會被視為消費者的未來購買與否的意願，在消費者形成購買決

策時，對於品牌評價等，有間接影響購買傾向。本研究採用 Zeithaml(1988)將購買意願定義為消費

者購買某項產品之可能性，購買的行為意圖越高則表示購買產品的機率越大。 

三、 研究設計 

1.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結果，此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主要探討生產追溯機

制對消費者的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及行為意圖之間的關聯性：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實際行為 



林謙和、周秀蓉：消費者對制度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對購買意圖的影響       123 

─以生產追溯二維條碼(QR CODE)為例 

 

 
 

 

 

 

 

 

 

 

 

 

 

    

    

 

圖 2  研究架構 

2.研究假設 

H1：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信任程度與消費者的知覺價值呈現正向影響。 

    H1-1 集體能力認可對知覺價值呈現正向影響。 

    H1-2 代理倫理的秉持對知覺價值呈現正向影響。 

    H1-3 仲裁救濟效力對知覺價值呈現正向影響。 

H2：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信任程度與消費者的態度為呈現正向影響。 

   H2-1 集體能力認可對態度呈現正向影響。 

   H2-2 代理倫理的秉持對態度呈現正向影響。 

   H2-3 仲裁救濟效力對態度呈現正向影響。 

H3：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信任程度與消費者的主觀規範呈現正向影響。  

   H3-1 集體能力認可對主觀規範呈現正向影響。  

   H3-2 代理倫理的秉持對主觀規範呈現正向影響。 

   H3-3 仲裁救濟效力對主觀規範呈現正向影響。 

H4：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知覺價值越高對消費者的態度影響呈現正向影響。 

H4-1 品質功能價值對態度呈現正向影響。 

H3 

H2 

 

H6 

H4 

H5 

H7 

H8 

知覺價值 

制度信任 態度 購買意圖 

主觀規範 

H9:中介效果 

H10:中介效果 

H11:中介效果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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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2 情感價值對態度成呈現正向影響。 

H4-3 價格價值對態度呈現正向影響。 

H4-4 社會價值對態度呈現正向影響。 

H5：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主觀規範對消費者的態度影響呈現正向影響。 

H6：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知覺價值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圖影響呈現正向影響。 

H6-1 品質功能價值對購買意圖呈現正向影響。 

H6-2 情感價值對購買意圖呈現正向影響。 

H6-3 價格價值對購買意圖呈現正向影響。 

H6-4 社會價值對購買意圖呈現正向影響。 

H7：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態度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圖影響呈現正向影響。 

H7-1 認知對購買意圖呈現正向影響。 

H7-2 情感對購買意圖呈現正向影響。 

H8：消費者對於生產追溯制度的主觀規範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圖影響呈現正向影響。 

H9：知覺價值對制度信任與購買意圖之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H10：態度對制度信任與購買意圖之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H11：主觀規範對制度信任與購買意圖之關係具中介效果。 

3.研究變數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基於本研究所建立的架構，主要是探討消費者對生產追溯機制的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

規範及行為意圖等五個變數之間的關聯性。將各變相的操作性定義及衡量，如下說明。 

(1)制度信任 

        本研究對於信任制度的衡量量表，主要是參考梁漢偉(2013)對於制度信任及其構面和問項依

據本研究消費者對制度信任語意上做適當的修改，如表 1。 

表 1 制度信任量表內容 

變數 構面 衡量項目 參考文獻 

制度

信任 

集體

能力

認可 

1 我相信政府單位有能力建立生產追溯制度的完整法規與規範 

梁漢偉(2013) 
2. 我相信政府單位有能力督導生產追溯制度驗證機構的業務

執行力。 

3.我相信認證機構有能力落實驗證機構的認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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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度信任量表內容(續) 

制度

信任 

集體

能力

認可 

4. 我相信認證機構有能力抽查廠商提供資訊的正確性。 

梁漢偉(2013) 

5.我相信廠商經營者有能力落實產品生產的紀錄與標示。 

代理

倫理

的秉

持 

1. 我相信政府單位所制定的生產追溯制度是以消費者的食安

考量為出發點，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2.我相信生產追溯認證單位會遵守驗證流程。 

3.我相信廠商經營者會確實遵守生產追溯驗證的規範。 

4.我相信政府單位會以消費者的食品安全為訴求，確實處理

廠商違規的情況。 

仲裁

救濟

效力 

1. 我相信政府單位會確實監督生產追溯(QR code)認證及驗證

機構，並取締違規業者。 

2. 我相信認證生產追溯(QR code)機構會確實監督業者，並檢

舉違規業者。 

3. 我相信廠商經營者會確實遵守生產追溯(QR code)的規範。 

4. 我相信生產追溯(QR code)制度有充分的申訴管道，以取締

不法業者。 

 

(2)知覺價值 

        此次研究在知覺價值變數部分，問卷參考蔡俊男(2011)和林家鍵(2014)對於知覺價值研究之量

表，在考量後經過適當的調整及語意上的修改作為本研究之問項，如表 2。 

表 2 知覺價值量表內容 

變數 構面 衡量項目 參考文獻 

知
覺
價
值 

品質

功能

價值 

1 我認為所購買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品質是可靠的。 

蔡俊男(2011)、

林家鍵(2014) 

2.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能夠讓我更健康。 

3.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有一致的品質。 

4.生產追溯的商品品質標準是可以接受的。 

情感

價值 

5.我樂於購買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 

6.我會想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 

7.購買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能讓我感覺良好。 

價格

價值 

8.我認為購買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價格是合理的 

9.我認為購買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是值得的 

10.我認為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以其價格而言是好的產

品。 

社會

價值 

11.我認為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能讓我所期望的

食安方向進步。 

12.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能令別人留下好印象 

13.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是為了環境的永續。 

(3)態度 

    本研究對態度的衡量量表，參考連逸婷(2007)之相關問卷在考量消費者對生產溯源的態度經過適

當修改作為本研究問項，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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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態度量表內容 

變數 構面 衡量項目 參考文獻 

態
度 

認知 

1.我認為選擇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是明智的。 

連逸婷(2007) 

2.我認為選擇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是聰明的 

3. 我認為選擇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是方便的 

4. 我認為選擇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是安全的 

情感 

5.我喜歡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 

6.我不喜歡使用無生產追溯的商品 

7.我對於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感到是有利的。 

8.我對於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感到是有正面作

用。 

(4)主觀規範 

        本研究對於主觀規範的衡量量表，主要是參考邱奕豪(2015)對於主觀規範問項依據本研究做

語意上做適當的修改，如表 4 

表 4 主觀規範量表內容 

變數 衡量項目 參考文獻 

主
觀
規
範 

1.我的家人支持我購買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 

邱奕豪(2015) 

2.我的朋友給予生產追溯的商品很高的評價。 

3. 我周遭親友大家都認為應該要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 

4. 親朋好友使用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使我也想購買。 

5.選擇具有生產追溯的商品能改變別人對我的評價。 

(5)購買意圖 

       本研究依據 Dodds et al.(1991)及 Zarantonello & Schmit (2010)所提出的量表經過語意上適當修飾

做為本研究購買意願之量表，如表 5。 

表 5 購買意圖量表內容 

變數 衡量項目 參考文獻 

購
買
意
圖 

1.即使擁有二維追溯碼商品價格較高，我還是願意購買。 

Dodds et 

al.(1991)、 

Zarantonello & 

Schmit (2010) 

2.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購買擁有二維追溯碼的商品。 

3. 政府應該強制要求食品業者辦理生產追溯二維碼認證，以保護

消費者權益。 

4. 我在意商品有生產溯源 QR code，並不在意商品是否好吃。 

5. 當我喜歡或需要我會優先購買有二維追溯碼標章的商品 

6. 相較品牌知名度，我仍然會優先購買有二維追溯碼標章之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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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之問卷於 2016 年 9 月間完成發放及回收工作，主要透過電子問卷發送問卷進行隨機調

查取樣，經網站統計發出共 774 份，使用電腦或是平板填答者有 32 位，使用手機填答者有 339 位，

有效問卷共計 37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48%。問卷以五點尺度量表來衡量，依照受測者同意程

度由小至大區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並且給予 1、2、3、

4、5 分作為量化依據。 

5. 信效度分析 

(1) 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問卷編制，則採取有系統地參酌過去文獻設計而成的，若文獻中曾出現類似的衡量

指標，則加以修正或直接採用，並於政府要求具有生產追溯之肉品加工廠內部人員進行預試收取

樣本 50 份。 

根據 Fornell 和 Larcker（1981）評估收斂效度的標準，其中所有的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 

(SFL)估計值要大於 0.5，且 t 值須達到顯著水準。即表示其衡量問項達到可接受的收斂效度，但若

大於 0.7 以上，則表示衡量問項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在組合信度方面，根 Fornell 和 Larcker

（1981）建議組合信度值 composite reliability（CR）應為 0.6 以上，而平均解釋變異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須大於 0.5 以上的標準，若達此標準則表示各個問項均可顯著地被因素

所解釋，也就是各問項收斂於該因素，表示測量問項均收斂於相對應的構面。由表 6 可知，本研

究之平均變異量(AVE)皆大於標準 0.5，CR 值大於 0.6，有部分 SFL 小於 0.7 但仍符合大於 0.5 之標

準，表示各變數之題項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斂效度。 

表 6 各構面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SFL(t)
a
 S.E. SMC EV α CR AVE 

制
度
信
任 

集體能力的認可  
   0.899 0.9 0.64 

A101  0.789(17.786) 0.196 0.623 0.367       

A102  0.813(18.587) 0.193 0.66 0.332       

A103  0.81(18.504) 0.187 0.657 0.313       

A104  0.791(17.86) 0.193 0.626 0.353       

A105  0.805(18.312) 0.207 0.648 0.39       

代理倫理秉持         0.871 0.87 0.63 

A201  0.761(16.917) 0.198 0.579 0.41    

A202  0.813(18.648) 0.192 0.661 0.329    

A203  0.766(17.08) 0.204 0.586 0.428    

A204  0.83(19.25) 0.195 0.689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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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構面驗證性因素分析表(續) 

制
度
信
任 

仲裁救濟的效力         0.9 0.9 0.70 

A301  0.805(18.38) 0.192 0.647 0.341    

A302  0.87(20.79) 0.187 0.758 0.241    

A303  0.787(17.79) 0.193 0.62 0.362    

A304   0.875(20.97) 0.182 0.766 0.224    

態
度 

情感       0.916 0.918 0.737 

C101  0.87(20.89) 0.173 0.756 0.21    

C102  0.9(22.11) 0.176 0.81 0.177    

C103  0.799(18.3) 0.183 0.638 0.319    

C104  0.858(20.45) 0.183 0.737 0.25    

認知         0.88 0.89 0.673 

C201   0.847(20.02) 0.184 0.718 0.265    

C202  0.617(12.89) 0.233 0.381 0.735    

C203  0.872(20.94) 0.172 0.76 0.206    

C204   0.907(22.37) 0.169 0.822 0.154       

主
觀
規
範 

主觀規範       0.929 0.93 0.726 

D1   0.84(19.626) 0.181 0.705 0.264       

D2   0.873(20.88) 0.182 0.762 0.225       

D3   0.87(20.76) 0.185 0.757 0.236       

D4   0.869(20.75) 0.182 0.756 0.231       

D5   0.81(18.56) 0.2 0.656 0.362       

購
買
意
圖 

購買意圖  0.903 0.91 0.631 

E1   0.834(19.32) 0.189 0.695 0.293       

E2   0.839(19.49) 0.179 0.703 0.256       

E3   0.753(16.59) 0.189 0.566 0.377       

E4   0.619(12.79) 0.259 0.383 0.882       

E5   0.859(20.24) 0.186 0.738 0.253       

E6   0.838(19.48) 0.192 0.703 0.295       

註 a：SFL(t)為標準化之因素負荷量(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t 為 t 值；S.E.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SMC 為多元相關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EV 為誤差便異數(Error Variance)；C.R.

為決斷值(Critical Ratio)。 

區隔效度方面，學者建議的判斷準則為每一個構面的 AVE 平方根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之個數，

至少須佔整體的比較個數 75%以上(Hair et al.., 1998)。如表 7 所示，本研究符合 AVE 平方根大於

各個相關係數佔整體 75%以上之標準，顯示本研究之測量模式具有區別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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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區別效度檢定表 

構面 A B C D E F G H I J K 

A.集體能力認可 .800
a
                     

B.代理倫理的秉持 .81  .794                   

C.仲裁救濟效力 .767 .833 .835                 

D.品質功能價值 .748 .767 .810 .860               

E.情感價值 .626 .693 .704 .823 .883             

F.價格價值 .659 .688 .704 .823 .865 .880           

G.社會價值 .613 .667 .690 .793 .832 .830 .873         

H.認知 .627 .701 .700 .799 .834 .845 .856 .858       

I.情感 .581 .645 .631 .715 .769 .805 .752 .856 .820     

J.主觀規範 .596 .649 .620 .689 .752 .768 .699 .776 .874 .852   

K.購買意圖 .618 .652 .622 .705 .738 .785 .684 .766 .873 .886 .794 

註 a：對角線之值為此一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 

(2)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值衡量其信度。Cronbach's α 值小於 0.35 為低信度水準，α 值介於

0.35~0.7 為中信度水準，大於 0.7 則為高信度水準(Cuieford,1965)。針對各項研究變數之衡量問項進

行信度分析和瞭解衡量構面的一致性，本研究各變數之構面其信度值大於 0.7，具有高信度，顯示

本研究𧗾量問卷結果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 

6.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回收有效問卷 371 份之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及收入等變數進

行敘述性統計分析。本研究採用 SPSS 20.0 統計分析軟體，針對研究變數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等

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迴歸分析進一步探討變數間的關係。 

7.研究樣本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主要範圍對象為台灣的一般消費大眾為此次研究樣本母體。本研究利用網頁問卷編輯

工具 (Typeform)將問卷製作成網頁、平板及手機方便閱讀填寫之形式，透過網路社群軟體

(Facebook、line)發送問卷進行便利抽樣調查取樣。 

四、研究分析與結果 

1.樣本資料分析 

樣本結構發現此次受訪者取樣「性別」以女性占多數。「年齡」分佈集中在 40 歲以下的族群，

佔此次樣本的 62.8%，正好為主力消費族群對於本研究有相當的幫助。在「婚姻狀況」未婚族群

佔多數為 58.5%。「職業」部分則學生為最多數佔 35.3%，服務業居次為 27.2%。而在「薪資」結構

方面此次樣本族群集中在 3 萬元以下為 56.6%，4 萬元以下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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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迴歸分析 

複迴歸分析其目的在於瞭解及建立一個計量尺度之準則變數與一組計量尺度或名目尺度預測

變數間的關係(黃俊英，1998)。本研究將對研究架構之主要構面，包括制度信任、知覺價值、態度、

主觀規範、購買意圖之關係，利用複迴歸分析以瞭解變數間影響程度與變數間的影響關係。為求

迴歸模式的有效性，本研究以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 值檢驗構面間是否有共

線性，若 VIF 值小於 10，表示各構面間無明顯的共線性問題(Bohnmsteed & Knoke, 1988)。 

(1) 制度信任對知覺價值之迴歸分析 

由表 8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制度信任對知覺價值之 F 值為 685.966，R
2
值為

0.650，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可知制度信任的各構面「集體能力認可」、「代

理倫理的秉持」、「仲裁救濟效力」與知覺價值之間的關係中皆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表示制度信任

會影響知覺價值的強度，其中又以「仲裁救濟效力」對知覺價值較為顯著，「代理倫理的秉持」次

之。 

模式的有效性，如表 9 所示發現各構面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的共線性。综合

上述結果，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1、H1-1、H1-2、H1-3 皆成立。 

表 8 制度信任對知覺價值之迴歸分析 

變數 
知覺價值 
β 值 t 值 

制度信任 0.806 26.191*** 

F 檢定 685.966 

顯著性 0.000*** 

R
2

 0.650 

adj-R
2

 0.649 

表 9 制度信任各構面對知覺價值之迴歸分析 

變數 構面 
知覺價值 
β 值 t 值 VIF 

制度信任 
集體能力認可 0.174*** 3.231*** 3.143 
代理倫理的秉持 0.247*** 3.965*** 4.224 
仲裁救濟效力 0.447*** 7.814*** 3.561 

F 檢定 240.585 
顯著性 0.000*** 
R

2
 0.663 

adj-R
2

 0.66 

(2) 制度信任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由表 10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制度信任對態度之 F 值為 393.976，R2 
值為 0.516，

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11 可知制度信任的各構面「代理倫理的秉持」、

「仲裁救濟效力」與態度之間的關係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而制度信任之「集體能力認可」對態度

無顯著影響，表示制度信任之「代理倫理的秉持」與「仲裁救濟效力」構面會影響態度的強度。 

為求迴歸模式的有效性，如表 11 所示，發現各構面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的

共線性。综合上述結果，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2、H2-2、H2-3 皆成立，

假設 H2-1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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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制度信任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變數 
態度 
β 值 t 值 

制度信任 0.719 19.849*** 
F 檢定 393.976 
顯著性 0.000*** 
R

2
 0.516 

表 11 制度信任各構面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變數 構面 
態度 
β 值 t 值 VIF 

制度信任 
集體能力認可 0.09 1.425 3.143 
代理倫理的秉持 0.354*** 4.808*** 4.224 
仲裁救濟效力 0.327*** 4.848*** 3.561 

F 檢定 138.033 
顯著性 0.000*** 
R

2
 0.53 

adj-R
2

 0.526 

(3) 制度信任對主觀規範之迴歸分析 

由表 12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制度信任對主觀規範之 F 值為 293.097，R
2
值為

0.443，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6 可知制度信任的各構面「集體能力認

可」、「代理倫理的秉持」、「仲裁救濟效力」與主觀規範之間的關係中為皆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表

示制度信任會影響主觀規範的強度，其中又以「代理倫理的秉持」對知覺價值較為顯著，「仲裁救

濟效力」次之。 

為求迴歸模式的有效性，如表 13 所示，發現各構面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的

共線性。综合上述結果，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3、H3-1、H3-2、H3-3 皆成

立。 

表 12 制度信任對主觀規範之迴歸分析 

變數 
主觀規範 

β 值 t 值 

制度信任 0.665 17.12*** 
F 檢定 293.097 
顯著性 0.000*** 
R

2
 0.443 

adj-R
2

 0.441 

表 13 制度信任各構面對主觀規範之迴歸分析 

變數 構面 
態度 
β 值 t 值 VIF 

制度信任 
集體能力認可 0.146* 2.132* 3.143 
代理倫理的秉持 0.353*** 4.433*** 4.224 
仲裁救濟效力 0.214*** 2.922** 3.561 

F 檢定 99.653 
顯著性 0.000*** 
R

2
 0.449 

adj-R
2

 0.444 

(4) 知覺價值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由表 14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知覺價值對態度之 F 值為 1317.226，R2 值為 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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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8 可知知覺價值的構面「情感價值」、「價格價

值」、「社會價值」與態度之間的關係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而知覺價值之「品質功能價值」對態度

無顯著影響，表示制度信任之「情感價值」、「價格價值」、「社會價值」構面會影響態度的強度。 

為求迴歸模式的有效性，如表 15 所示，發現各構面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的

共線性。综合上述結果，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4、H4-2、H4-3、H4-4 皆成

立，而 4-1 不成立。 

表 14 知覺價值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變數 
態度 

β 值 t 值 

知覺價值 0.884 36.294*** 
F 檢定 1317.226 
顯著性 0.000*** 
R

2
 0.781 

adj-R
2

 0.781 

表 15 知覺價值各構面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變數 構面 
態度 
β 值 t 值 VIF 

知覺價值 

品質功能價值 0.085 1.838 3.85 
情感價值 0.189*** 3.494** 5.208 
價格價值 0.374*** 6.932*** 5.175 
社會價值 0.3 6.287*** 4.06 

F 檢定 354.136 
顯著性 0.000*** 
R

2
 0.795 

adj-R
2

 0.792 

(5) 主觀規範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由表 16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主觀規範對態度之 F 值為 1011.612，R2 值為 0.733，

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16 可知主觀規範與態度之間的關係呈現顯著正向

影響。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5 成立。 

表 16 主觀規範對態度之迴歸分析 

變數 
態度 
β 值 t 值 

主觀規範 0.856 31.806*** 
F 檢定 1011.612 
顯著性 0.000*** 
R

2
 0.733 

adj-R
2

 0.732 

(6) 知覺價值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由表 17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知覺價值對購買意圖之 F 值為 1568.797，R
2 
值為

0.607，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18 可知知覺價值的構面「情感價值」、

「價格價值」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而知覺價值之「品質功能價值」、「社會

價值」對購買意圖無顯著影響，表示知覺價值之「情感價值」、「價格價值」構面會影響購買意圖

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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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迴歸模式的有效性，如表 18 所示，發現各構面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的

共線性。综合上述結果，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6、H6-2、H6-3 皆成立，

假設 H6-1、H6-4 不成立。 

表 17 知覺價值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變數 
購買意圖 
β 值 t 值 

知覺價值 0.779 23.849*** 
F 檢定 568.797 
顯著性 0.000*** 
R

2
 0.607 

adj-R
2

 0.605 

表 18 知覺價值各構面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變數 構面 
購買意圖 
β 值 t 值 VIF 

知覺價值 

品質功能價值 0.121 1.953 3.85 
情感價值 0.181*** 2.508** 5.208 
價格價值 0.534*** 7.426*** 5.175 
社會價值 -0.007 -0.102 4.06 

F 檢定 158.455 
顯著性 0.000*** 
R

2
 0.634 

adj-R
2

 0.63 

(7) 態度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由表 19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態度對購買意圖之 F 值為 967.401，R
2 
值為 0.724，

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13 可知態度的構面「情感」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

係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而態度之「認知」對購買意圖無顯著影響，表示態度之「情感」構面會影

響購買意圖的強度。 

為求迴歸模式的有效性，如表 20 所示，發現各構面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構面間無明顯的

共線性。综合上述結果，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7、H7-2 皆成立，假設 H7-

1 不成立。 

表 19 態度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變數 
購買意圖 
β 值 t 值 

態度 0.851 31.103*** 
F 檢定 967.401 
顯著性 0.000*** 
R

2
 0.724 

adj-R
2

 0.723 

表 20 態度各構面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變數 構面 
購買意圖 
β 值 t 值 VIF 

態度 
認知 0.071 1.453 3.738 
情感 0.812*** 16.598*** 3.783 

F 檢定 595.89 
顯著性 0.000*** 
R

2
 0.764 

adj-R
2

 0.763 

(8) 主觀規範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由表 21 可知，以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主觀規範對購買意圖之 F 值為 1354.255，R
2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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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6，p 值為 0.000，表示其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由表 14 可知主觀規範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

呈現顯著正向影響。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8 成立。 

表 21 主觀規範對購買意圖之迴歸分析 

變數 
購買意圖 
β 值 t 值 

主觀規範 0.886 36.8*** 
F 檢定 1354.255 
顯著性 0.000*** 

R
2

 0.786 
adj-R

2
 0.785 

3.中介效果分析 

       根據 Baron and Kenny (1986)以迴歸分析對中介效果成立的條件，由表 22 可知，Model1 中：分

別以制度信任為自變數，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分別為依變數，結果顯示制度信任分別對知

覺價值、態度與主觀規範有正向相關的影響(H1、H2、H3 假說成立)。在 Model 2 中，制度信任、

知覺價值、態度與主觀規範為自變數分別對購買意圖做迴歸分析後，結果也顯示各構面對購買意

圖也有顯著的正向相關(H6、H7、H8 假說成立)。而在 Model 3 中，制度信任為自變數，知覺價值、

態度及主觀規範分別為中介變數，購買意圖為依變數進行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分別加入中

介變數知覺價值、態度及主觀規範後，制度信任對購買意圖之標準化β值由 0.806***分別降為

0.137***、0.133***、0.154***，表示知覺價值、態度與主觀規範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成立(H9、

H10、H11 假說成立)。 

表 22 中介效果分析表-1 

變數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知覺 
價值 

態度 主觀規範 購買意圖 購買意圖 

制度
信任 .806*** .719*** .665*** .676 ***    .137*** .133*** .154*** 

知覺
價值 

    .779***   0.668   

態度      .851***   .755***  

主觀
規範       .886***   .784*** 

R
2
 .650 .516 .443 .457 .607 .724 .786 .613 .732 .799 

adj-R
2
 .649 .515 .441 .455 .605 .723 .785 .611 0.931 .798 

F 值 685.97 393.98 293.1 310.3 568.8 967.4 1354.26 148.64 379.24 627.29 

       由表 23 可知，在 Model 4 加入知覺價值、態度及主觀規範為中介變數做階層迴歸後，結果顯

示此三變數仍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不過在共線性判斷上發現知覺價值(VIF=6.322)與態度(VIF=6.841)

存在較高的共線性關係，於是在 Model 5 中調整為只加入知覺價值與主觀規範為中介變數，結果

顯示制度信任對購買意圖的標準化β值降為為 0.059***小於在 Model 4 中(β=0.068***)，表示只

有知覺價值與主觀規範為中介變數的部分中介效果更為明顯，而知覺價值與主觀規範的 VIF 值分

別降為 4.064 與 2.551，表示構面間無共線性關係，呼應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H4、H5 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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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介效果分析表-2 

變數 
Model 1 Model 4 Model 5 
知覺價值 購買意圖 VIF 購買意圖 VIF 

制度
信任 0.806*** 0.068*** 2.897 0.059*** 2.89 

知覺
價值  0.016 6.322 0.184*** 4.064 

態度  0.294*** 6.841   
主觀
規範  0.578*** 3.817 0.704*** 2.551 

R
2
 0.650 0.82  0.808  

adj-R
2
 0.649 0.818  0.806  

F 值 685.966 246.397  334.355  

五、結論與建議 

1.結論 

從上述結果可知，瞭解消費者對制度信任、知覺價值、態度、主觀規範及購買意圖等變數間

之相關程度與影程度。透過迴歸分析數據後發現消費大眾認為奠定制度信任的基礎是「仲裁救濟

效力」，也就是公權力的執行與伸張程度，透過確實有效的仲裁力消費大眾才能感受到制度所帶來

的價值及認同進而才會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經過統計分析後得知此次問卷調查收集的樣本數，年齡集中在 40 歲以下佔 62.9%，受訪者又

以女性居多佔總體的 61.2%，也正好屬於經常購買食品消費發達的主要族群之一，對於本研究有

相當程度的幫助，同時能夠瞭解年輕族群對於食品安全的認知及偏好，有助於掌握食品的發展趨

勢。 

經研究證實，制度信任對知覺價值呈顯著的影響。表示當消費者對於制度信任的強度越高知

覺價值也會隨之提高，本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的研究論點相呼應(Dinev et al., 2008;吳淑敏、蔡俊

男，2013)。但從迴歸分析發現其中「仲裁救濟效力」有較顯著影響，表示制度的監督、執行的情

況與取締之行為，是消費者認為制度的價值所在。制度信任對態度有顯著的影響。表示當消費者

對於制度信任的強度越高消費者對商品的態度也會愈正向，本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的研究論點相

近符合(McKnight & Chervany, 2002；Heijden,Verhagen & Creemers, 2003；Kai et al., 2004)。而其中

「代理倫理的秉持」、「仲裁救濟效力」對態度的影響程度較大，表示驗證單位的公正性與制度的

仲裁力是消費者對於制度抱持的態度正向與否的關鍵。本研究發現，制度信任對主觀規範呈現顯

著的影響，表示當消費者對於制度信任的強度越高主觀規範也會愈正向，本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

的研究論點大致相符(Malewicki, 2005; 2008；柯孫超，2009)。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知覺價值

對態度具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的研究論點相似(Homer & Kahle, 1988；McCarthy 

& Shrum,1994)。其中「情感價值」、「價格價值」、「社會價值」對態度的影響是較顯著的，而有疑

慮的。 

透過迴歸的分析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對態度呈正相關的影響，即意味著消費者在受到周遭環

境的直接或是間接地影響主觀規範進而造成消費者對商品的消費態度形成，因此主觀規範的認知

強度越高影響態度的程度就越高，本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的研究論點相符(Hsu & Chiu, 2004；

Tarkiainen & Sundqvist , 2005)。本研究根據分析後證實發現知覺價值對購買意圖呈現顯著相關，

結果與多位學者的研究論點相似呼應(Bolton & Drew, 1991;Dodds et la., 1991; Rao & Monroe, 1989;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www.emeraldinsight.com/author/Sundqvist,%2BSanna&usg=ALkJrhgHLTHZsQJMF66iGexfWXcPrt47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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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haml, 1988)。其中知覺價值的構面「情感價值」、「價格價值」對購買意圖是較為顯著的影響，

表示消費者對於價格與情感是較為重視的對於購買意圖的強度有顯著的影響。態度及主觀規範對

購買意圖之正向影響；本研究根據數據顯示發現，態度、主觀規範對購買意圖皆呈現顯著影響，

剛消費者的態度及主觀規範越強影響購買意圖的形成就越強，本研究論點與 Fishbein & 

Ajzen(1975)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結論相互呼應。 

2.建議 

(1)透過第三方公正單位確實實行食品相關認證及監督：經研究發現消費大眾目前對於政府的信任

度非常低落，因此民眾相對信任國外或是由其他具公信力之第三方的認證，而政府相關單位應

該站在確實監督和第一時間主動發現問題並且有魄力迅速的嚴懲違規的黑心廠商，保障消費者

的權益。 

(2)加重違法相關法令的罰則：透過制度信任的「仲裁救濟效力」構面發現，消費者認為有效的仲

裁及懲罰才是真正有效的制度並且有感受其價值之所在，綜觀食安事件的爆發後續，政府對於

違法廠商的懲罰輕如鴻毛，相較於黑心廠商獲取的龐大利益根本是九牛一毛，在經過冗長的司

法程序等待後，結果與民眾的預期心理有極大的落差，種種因素讓一般民眾感受政府公權力不

彰，甚至讓消費者有維護財團的感受，因此造成民眾對政府單位的信心蕩然無存的窘境。 

(3)加強消費大眾對政策及標章的認知與支持優良廠商：觀察統計數據分析結果發現，一般普遍大

眾對於政府的相關作為並不清楚，同時當前對於民眾對政府信心不足，而消費者不願多支付實

質金錢在購買認證產品的情況下，優質廠商面對配合政策提高的成本無法實際反應在售價上，

政府單位應該要有相對應之配套措施例如：補貼，幫助支持合格廠商渡過政策不明、成效未彰、

失去市場價格競爭的過度期，鼓勵並且宣導消費大眾購買合格廠商所生產製造之商品，當消費

者從商品品質上獲得實質的感受及效益後，才能逐漸恢復對政府的信心，進而形成良性的循環。 

(4)輔導廠商業者配合政府相關法令政策：自從食品安全問題爆發後，雖然政府相關單位研擬設立

許多法規制度等辦法，但實務上食品製造廠商卻難以配合，主要在於食品業種類繁多範圍極為

廣大，生產方式更是大相逕庭許多情況下根本無法配合法規一體適用，因此相關單位應視各種

產業的不同制訂相關的細則並輔導業者。 

(5)食品業者對商品品質應嚴格把關：透過統計回歸分析發現知覺價值中「品質功能價值」構面對

於購買意圖是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有影響，表示消費者對於有認證之商品的品質是有疑慮的，因

此對於參與配合政策措施的食品業者，廠商自身應遵守認證等相關之規定程序生產商品，使消

費者在購買商品後能感受到產品品質帶來的效益，逐漸建立起消費者對於食品認證制度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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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合作賽局分析外送平台對餐飲業的影響 

曾貝莉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外送平台對餐飲業者帶來的影響。由於當今社會很多消費者都相當依賴外

送平台消費，尤其在餐飲業情況更是明顯。當外送平台制定 3 成訂單佣金而壓縮餐飲業利潤時，

餐飲業者卻還是趨之若鶩，加入外送平台以爭取訂單與銷售量。為了解外送平台對餐飲業者定價

與利潤的影響，本研究以三人不合作賽局，設定一個有兩家餐飲業者和一家外送平台的餐飲市場，

然後導入垂直策略替代特性的需求函數，以 mathematica 軟體求解均衡，探討業者加入外送平台的

因應策略與優劣，以呼應實際社會外送平台攻略餐飲市場的現況。 

研究結果發現，餐飲產品替代性愈高，店面與外送訂單的訂價愈低，銷售量愈高，所有業者

的利潤也愈低。而轉嫁成數愈高，不影響店面價格，但外送平台訂單價格愈高，外送量減少，店

面銷售量增加，所有通路業者獲利減少；若外送訂單佣金愈高，餐飲業者利潤下降，外送平台利

潤上升。當有外溢效果產生新的需求時，餐飲業者與外送平台獲利均上升。 

關鍵字：外送平台、不合作賽局、訂單佣金、利差 

 

The Impact of Delivery Platforms on The Catering Industry 

Based on Non-cooperative Games 

 

  Pei-Li Ts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eng-Shi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elivery platforms on catering industry. Consumers today rely on 

delivery platforms for consumption so much, especially in the catering industry. When the delivery 

platform ask 30% order commission and that reduce the profit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the catering 

industry still rushed to join the delivery platform to get more sal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elivery platforms on the pricing and profits of catering sellers, this paper uses a 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 to set up a catering market with two catering sellers and one delivery platform. 

And solve the equilibrium with mathematica software when introduces the demand function with vertical 

strategies. Finally, we fi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the impact for the sellers to join the delivery 

platform and the results echo the actual society in the catering marke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substitution of catering products, the lower the 

price of store and delivery orders, the higher the sales volume, and the lower the profits of all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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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er the pass-through rate, the higher the price of the store, but the higher the order price of the 

delivery platform, the lower the delivery volume, the increase in store sales, and the profit of all channel 

businesses will decrease; if the commission for delivery orders is higher, the profits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will decrease, profits of delivery platforms rose. When there is a spillover effect that generates 

new demand, the profits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and the delivery platform both increase. 

Key Words: delivery platform, non-cooperative games, order commissions, margin 

一、前  言 

在台灣提起Uber Eats或foodpanda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只要出門，就可以看見黑色和粉紅

色的外送箱淹沒街頭，咻地飛奔在你眼前，那種使命必達的精神，真的很賣命。看著他們辛苦的

身影，不禁令人思考，外送平台真的造福大家嗎?尤其是他們索取高達三成的訂單佣金，幾乎讓餐

飲業者無利可圖，在這樣的困境下，為何餐飲業者還是要一頭熱跳入外送平台的漩渦中呢!  

根據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查詢系統第八版，I大類的住宿及餐飲業的餐點

類(從事調理餐點供立即食用之商店及攤販) ，108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之餐飲

行業獲利情形如下表。從表可以看出，若不考慮淨利率，而是只考慮毛利率(因為有些業者自己是

創業顧店，自己工作的人事費用通常會忽略沒有計算在費用中)，小型的攤販和餐飲店面毛利率大

多在二成五，大一點的速食店到餐廳約在四成五之間，更大型有娛樂節目餐廳可高達七成。為了

擴展市場增加通路，餐飲業者紛紛加入外送平台，即使外送平台一面向消費者收服務費，一面向

業者抽成 15% 至 50% 不等，餐飲業者卻還是爭相要在外送平台上架(科技新報引述財訊2020 年 

03 月 22外送發布的訊息)，希望擴展市場增加消費量。蘋果新聞網2020年5月報導兩大著名外送

平台foodpanda與UberEats兩家市佔9成的國際外送平台，堅持上架費高達3成以上。而根據經濟日

報2021-02-28報導，全美許多餐廳須仰賴的外送平台每筆訂單收取多達30%的佣金，讓餐廳業者的

經營情況雪上加霜。數位時代引述某餐飲業者的談話，也提及每筆訂單被抽超過3成以上。若是搜

尋”外送平台3成訂單佣金”等關鍵字，幾乎出現的佣金都高達三成，可見外送平台訂單佣金索取

三成是稀鬆平常的事。這麼高的佣金，造成小型餐飲業者應該支撐不了，大一點的的餐飲業者也

淨獲利不佳，照理說應該會造成餐飲業者拒絕外送平台的情形，但是為何真實社會卻是外送平台

攻城掠池所有餐飲業者，是否有些面向不為一般人所知，因此本研究將以數理模式建立模型，探

討外送平台能在餐飲業屹立不搖的原因。 

表1 -餐飲行業獲利情形 

行業名稱 擴大書審純益率 所得額標準 毛利率 費用率 淨利率 

早餐店 6 7 25 16 9 

便當、自助餐店 6 7 25 16 9 

麵店、小吃店 6 7 25 16 9 

連鎖速食店 9 11 46 32 14 

餐館、餐廳 9 12 45 3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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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娛樂節目餐廳 10 24 70 40 3 

吃到飽餐廳 8 11 42 28 14 

餐點攤販 6 6 24 16 8 

（資料來源：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查詢系統第八版， 

108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第25頁） 

梁兆佐(2020)發現2020年2月電商訂單為2019年同期近3倍的成長，這段期間剛好是新冠疫情爆

發，全球生活改變，人們以往購代替實體購物，減少外出以防感染，所以願意花更多的錢取得物

資。朱嘉明(2020)也發現新冠疫情重創統服務業，所以線上產業獲得快速成長，也使得外送平台受

益而快速成長。這些研究都提出的外送平台快速成長的現象。 

目前台灣外送平台除了本土業者，還有Uber Eats、foodpanda、foodomo、deliveroo等國際外送

平台加入。根據數位時代2019的報導(2019.07.22)，亞洲有三分之一消費者會使用外送，其中百分

之七每週平均會叫一次外送(德勤Deloitte調查)。報導同時指出外送平台對店家抽相當高比例的訂

單佣金，甚至高達3成。即使訂單被剝削3成佣金，餐飲業卻還是願意和外送平台合作。財政部2018

年統計餐飲業家數有達14.1萬，而Uber Eats業者表示，2019年第一季用戶數和外送趟數比2018年同

期成長三倍，foodpanda業績也不惶多讓，外送平台的快速成長，令餐飲業者和消費者都意想不到。 

由於外送平台的研究多數為個案或描述性質性研究，以理論模型進行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

究以三人不合作賽局模型分析外送平台加入餐飲市場的均衡結果，以填補現存外送平台文獻多是

質量化研究，而較缺少理論支持的情形，並呼應真實社會的現象。 

有關通路與均衡價格和利差的研究，Choi(1996)運用具有產品差異與商店差異的價差線性需求

函數，分析不同通路權力下的均衡。所以本研究參照Choi (1996)產品差異化的價差線性需求函數，

以及廖俊雄，曾貝莉(2008) 的複式通路均衡模型，運用Mathematica軟體求解均衡，最後以3D圖形

進行比較，然後說明均衡結果。 

二、模型的設定 

由於台灣外送平台大多是餐飲業者，因此本模型將以餐飲業為對象，設定一個有兩家餐飲業

者和一家外送平台的餐飲市場，兩家餐飲業者M1和餐飲業者M2的餐點材料與製作總平成本都是

c。所有餐點除了在餐飲業者店面出售外，也可以在外送平台通路出售。餐飲業者店面的餐點定價

p1和p2為餐點平均成本c加上各自的利差(margin) m1和m2。而透過外送平台訂的餐點，外送平台通

常會一面向餐飲業者收取θ成數的訂單佣金，一面向消費者收取服務費，因此我們以λ比例來表

示外送平台加價效果，設定外送平台價格p11和p21為店面價格的(1+λ)倍。 

本文參照Choi (1996)產品差異化的價差線性需求函數與廖俊雄，曾貝莉(2008)複式通路均衡模

型，考慮存在二家餐飲業者與一家外送平台的通路結構，上述產品需求以具有垂直策略替代特性

的線性需求型態表示，產品需求量為本身價格遞減和對手產品價格的遞增函數，並受產品替代程

度的影響，當產品間的替代程度愈大，該產品的需求就容易競爭產品價格的影響，所以產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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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般式表示如下： 

1 1 2 1 11 1 21 11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1)  

2 2 1 2 11 2 21 21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2) 

11 11 1 11 2 11 21 111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3)  

21 21 1 21 2 21 11 211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4)  

上述第一條需求函數中，q1和q2為兩餐飲業者M1和M2在實體店面的來客銷售量，q11和q21

為兩業者在外送平台的訂單需求。p1和p2分別為兩餐飲業者店面的價格，而p11和p21則為他們在外

送平台的訂單價格。參數α表示餐飲業者餐點的替代程度，其範圍為0≦α≦1，當α接近1時，表

示餐飲業者間的產品替代度很高，而當α接近於0時，就代表飲業者間的產品相互獨立，不受彼此

價格的影響。上述的需求函數表示產品間價差為一單位時，對需求量帶來α單位的影響。以上述

需求式可以看出，任一通路需求量都會受其他通路價格差異與產品替代性的影響。以第一家餐飲

業者店面需求式(1)為例，α(p2- p1)表示M2店面價格比M1高愈多，M1店面產品需求量愈高，且產

品替代性愈高，需求量增加愈多；而餐飲業者1的店面產品需求量同時受本身在外送平台通路價格

的影響，α(p11- p1)表示同一業者在外送平台通路價格與店面價差愈大，店面銷量愈高；α(p21- p1)

表示他家業者外送平台與第一家餐飲業者的店面價格差價愈高，第一家餐飲業者的店面銷量愈

大，也就是他家業者在外送平台的價格，也會影響第一家餐飲業者的店面銷量。 

1 1p c m= +
                                                                     (5)  

2 2p c m= +
                                                                     (6)  

11 1(1 )( )p c m= + +
                                                             (7)          

21 2(1 )( )p c m= + +
                                                             (8) 

數學式(5)(6)表示兩餐飲業者的利差與餐點總平均成本c和為餐點店面價格，數學式(7)(8)則是

餐飲業者在外送平台被加上λ比例的外送定價。 

我們以三人不合作賽局(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來推導均衡，在外送業者要求索取

特定成數的外送訂單佣金下，餐飲業者與外送平台的利潤函數分別表示為：  

1 1 1 1 11 1 1 1 11(1 )( (1 )( ) ) ( )m q m c c q m q m c q   = − = −+ + − + −
                           (9)      

2 2 2 2 2 2 2 2 21 1
(1 )( (1 )( ) ) ( )m q m c c q m q m c q   = − = −+ + − + −

                           (10)   

11 11 21 21  p + U q p q  =
                                                          (11)         

本模型為複式通路型態，餐飲業者都可以在店面銷售，同時也可在外送平台銷售。雖然現實

社會餐飲業者眾多，趨向於完全競爭市場或獨佔性競爭市場，然而模型若同時考慮多家餐飲業者，

變數眾多，恐不易求解進行比較靜態分析。為求得均衡解，分析佣金成數與外送加價比例對餐飲

業者造成的影響，因此簡化模型，設定餐飲市場只有存在兩家餐飲業者和一家外送平台。數學式

(9)與(10)表示兩家餐飲業者除了各自店面的獲利外，也有外送平台訂餐的獲利。在上述的利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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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了確保獲利，兩家餐飲業者必須決定各自的利差，然後由利差與平均成本之和決定店面價

格，再加價λ比例決定外送價格，因此兩家餐飲業者的利差m1和m2為Bertrand競爭模式，並以追

求利潤最大為經營目標。  

本模型藉由Mathematica軟體計算，將餐飲業者的利潤函數對利差進行一階微分，並符合數學

上全凹性函數的特性，然後推導出餐飲業者的利差為轉嫁成數λ與外送訂單佣金成數θ，以及產

品替代參數α的函數。 

                            (12) 

   

                               (13)   

由於參數太多不易求解，所以為了順利求得均衡解，我們先假設成本c為零，並依據現實社會

的真實現象，設定訂單佣金θ為3成，將利差函數代入所有價格、數量函數和利潤函數，再將各函

數表示為產品替代性α與轉嫁成數λ的3D圖形，得出結果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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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θ為0.3時(訂單佣金為3成)的各函數圖形 

上圖求得均衡解的所有變數都可表示為產品替代性α與轉嫁成數λ的函數，所以兩軸分別為

為α與λ。為符合實況，設定λ在0到0.3之間，主要是因為現實社會的訂單佣金最高設定為3成，

因此業者轉嫁都會控制在3成內。由於是兩家餐飲業者利差的Bertrand競爭，設定的成本條件相同，

所以餐飲業者M1和M2的所有函數解均相同，全部以業者1的圖形展現兩業者的情況。從圖1的數量

q之3D圖可以看出，當複佔市場的兩餐飲業者產品替代性愈高時，產品好比同質性，此時消費者會

選擇低價產品以取代高價產品，餐飲業者只好進行利差競爭，減少每單位產品獲利，以降低價格

吸引消費者購買。因此餐飲產品替代性愈高(α愈接近1)，店面與外送訂單的訂價因市場競爭而愈

低，銷售量愈高，然而利潤卻因利差降低而愈低，外送平台獲利也跟著愈低。 

當市場價格整體普遍降低，是否會造成整體銷售量增加，這個視市場是否已經飽和以及收入

和品味差異有無改變而定。我們從(1)到(4)的產品需求可以發現，當市場產品價格都降低到使得價

差等於零時，每個通路最大需求量總和不超過1 (截距項)。因此截距可以解釋為如果商品是無價差

或是免費時，消費者的最大需求量。換句話說，就是達到市場飽和，任何大於這個數量的產量都

從圖1的數量q之3D圖可以看出，會導致過剩。可知在未達到市場飽和前，若因產品價格下降使價

差差異存在時，的確會增加通路購買量。從圖1各通路數量q圖可以看出，各通路數量最高不超過

0.9，各通路價格p在不同產品替代特性(α值)下價差小，可以推測市場未達飽和，此時價格下降的

確有誘因促使消費者購買。 

在轉嫁成數方面，當轉嫁成數愈高(λ愈接近0.3)，店面價格不受影響，但外送平台的訂單價

格卻愈高，外送訂單減少，店面銷售量卻增加，此時店家和外送業者的獲利都下降。從(7)(8)的價

格式來看，λ上升會使得外送平台餐飲價格上升，進而影響店面需求量。從 (1)(2)式可以推導，

外送平台餐飲價格上升而拉升和店面價格價差，因此店面需求隨之上升。這個結果很符合當今的

社會狀況，亦即轉嫁愈多的外送佣金給消費者，只會讓消費者因為價格太貴退回店面消費而減少

外送，這不但對外送平台不利，對餐飲業者也不利，造成消費者與外送業者三面皆輸的情形。 

數位時代(2019.07.22)在訂單被剝三「成」皮，餐飲業「速度比所有人想得都更快。」還搶合

作的報導中引述某餐飲業者的談話，業者提及他們每筆訂單被抽超過3成以上，要想靠外送賺大錢

完全不可能。與其如此，不如把外送平台當成行銷工具，若有機會接觸到更多潛在顧客，讓他們

願意親自上門，反而可以帶來更多收入。聯合新聞網(2020.07.10) 報導外送平台越來越發達，然而

訂過外送的民眾多少注意到「外送價」與「店內價」不同，可能會貴個5塊、10塊，有些民眾可能

無法接受。因此有網友抱怨，每次想點外送，看到價格再算上服務費要多付近百元就放棄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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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餐飲業者加入外送平台，可提升店面曝光度，當外送平台加價愈來愈甚，使得業者無法反抗時，

消費者提高因高價差轉移到店面消費的誘因，尤其在疫情解封後，價差導致轉移效果可能更強。 

    當以現實社會設定訂單佣金=得出結果後，為了解這是否是對外送平台最有利的解，因此

我們再依序設定=到，然後比較餐飲業者與外送平台的利潤，因而得出圖。 

=兩餐飲業者獲利 

 

=外送平台獲利 

 

=兩餐飲業者獲利 

  

=外送平台獲利 

 

=兩餐飲業者獲利 

 

=外送平台獲利 

 

=兩餐飲業者獲利 

 

=外送平台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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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餐飲業者獲利 

 

=外送平台獲利 

 

圖2  從到兩餐飲業者與外送平台獲利 

從圖2可以看出，當外送訂單佣金愈高，餐飲業者的利潤愈低(從的高度到)，而外送

平台的利潤卻愈來愈高(從的高度到)。即使如此，外送平台的獲利卻仍都低於餐飲業者，

這與外送平台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喊沒有獲利(表示獲利差)的情形不謀而合。 

為了確認外送平台造成得效益，我們進一步考慮是否有可能外送平台造成一股旋風，尤其新

冠疫情肆虐下，不僅轉移消費者的消費通路，甚至產生外溢效果，讓新的消費者產生。因此，我

們設定了需求函數為的形式如下，重新求解。 

1 1 2 1 11 1 21 12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14)  

2 2 1 2 11 2 21 22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15) 

11 11 1 11 2 11 21 112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16)  

21 21 1 21 2 21 11 212 ( ) ( ) ( )q p p p p p p p  = − + + +− − −
                                 (17)  

林欣怡; 劉鋼(2007)使用1962-2000年包含漁產品、豬肉、雞肉、牛肉與其他肉類等五大類肉類

消費年資料，建立一個漸進式轉變AIDS需求模型，以探討台灣對肉類消費結構轉變。研究發現在

1973-1983年間漁產品、豬肉和雞肉的消費比例皆有巨幅的結構改變。結構變動後漁產品由必需品

轉變為奢侈品，豬肉與雞肉由互補品轉變為替代品。可見結構改變可能會改變截距項與其他參數。

由於本模型的的外生變數，產品替代參數α、轉嫁成數λ、訂單佣金θ都可以從均衡式給定不同

值或從3D圖看出參數值變化帶來的均衡效果。但是消費者數目改變，或是消費者之間不同品味的

改變，以及不同品味的消費者之間所得分配等結構發生改變，使得每個通路最大需求量(截距項)

發生改變，整體購買量因而發生變動的情形，只能設定需求式(14)~(17)截距項為非1的數值，來觀

察均衡效果的改變，以分析市場結構改變發生的比較靜態，因此我們設定截距項改變為2。後續研

究可以考慮其他設定值，並加入更多參數求解，讓模型更具解釋力。 

最後求得利潤如下圖。如圖 3 所示，當有外溢效果產生新的需求時，當平台佣金收 3 成，餐

飲業者的獲利比沒有外溢效果獲利更多，而平台的獲利也增倍。這表示外送平台的確可能造成市

場結構改變，而在消費者相互跟隨與話題下，吸引新的消費者進入市場，甚至改變原有的消費習

慣，而擴增了餐飲市場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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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餐飲業者獲利 

 

=外送平台獲利 

 

圖 3  不同函數形式產生的利潤函數 

三、結論和建議 

台灣的餐飲市場大都靠單打獨鬥，在市場以特色餐點在實體店面賣力經營。然而外送平台的

出現，加上 2019 到 2020 的新冠疫情出現，迅速改變了餐飲市場的型態。消費者開始依賴外送平

台購物，使得餐飲業者不得不屈服於現實而加入外送平台，忍受著外送平台剝削三成佣金的要求。

為了瞭解為何外送平台要求高佣金，餐飲業者卻還是爭相加入外送平台，因此本研究以三人不合

作賽局，設定二家餐飲業者及一家外送平台的餐飲市場，在外送平台決定訂單佣金成數後，餐飲

業者會進行利差的 Bertrand 競爭決定利差，然後反應到外送平台的訂單價格上。在每個通路成員

追求最適決策使本身利潤最大，最後得到以下結果： 

1. 若其他外生參數不變，餐飲產品替代性愈高，店面與外送訂單的訂價愈低，銷售量愈高，所有

業者的利潤也愈低。 

2. 當轉嫁成數愈高，店面價格不受影響，但外送平台的訂單價格卻愈高，外送訂單減少，店面銷

售量卻增加，此時店家和外送業者的獲利都下降。 

3. 當外送訂單佣金愈高，餐飲業者的利潤愈低，外送平台的利潤卻愈來愈高。 

4. 當有外溢效果產生新的需求時，當平台佣金收 3 成，餐飲業者的獲利比沒有外溢效果獲利更

多，而平台的獲利也增倍。 

本研究結果呼應現今社會實況，當餐飲業者店面與外送平台的產品替代性高，自然會引起業

者的利差與價格競爭，最後薄利多銷不見得帶來利潤，反而造成廝殺的後果。外送訂單佣金轉嫁

愈多給消費者，只會減少消費者使用外送服務，而對外送平台與餐飲業者不利，這點我們也可以

從相關新聞驗證。此外，外送訂單佣金訂得愈高，餐飲業者的利潤愈低，外送平台的利潤卻愈來

愈高，但獲利都小於餐飲業者，這也呼應外送平台宣稱沒有獲利的現象。根據商周的餐

廳沒賺、平台沒賺...Uber Eats 還在虧損，起飛的「外送財」到底被誰賺走？的一文報導，Uber 於

月併購競爭對手後，外送業務營收雖然大幅成長，但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依然處於虧損。這

可能是因為推廣促銷、外送員人事費用高昂，使得外送平台成本負荷大，因此獲利受限制。最後

是外溢效果，當網路訂餐形成風潮改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後，餐飲業者藉平台打開知名度，加入

平台的業者也愈來愈多，若餐飲業者和平台能吸引到新消費者，將會使得兩方都獲利。 

本研究因為設定兩餐飲業者有自己的店面，同時運用外送平台，所以有四條需求函數。加上

產品替代性、訂單佣金成數、轉嫁成數、成本等變數或參數眾多，難以人工求解，因此以 mathematica

軟體求解，再以 3D 圖形展現均衡結果。為順利求解，本研究將模型成本簡化為零，並將訂單佣金

成數一一設定數值求解，再以均衡利潤高低分析業者的決策。這樣的處理方式，相對造成模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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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限制。若是能考慮其他較易求解的需求函數，或許能直接求解，而不需要靠圖形以視覺分析

結果，因此後續研究可朝此方向進行。另外，建議若能將需求函數包含消費者評價，甚或加上外

溢效果以及其他參數的影響，將對當前外送平台對餐飲市場的影響與解釋，更具說服力。 

參考文獻 

1. Choi, S.C., ”Price competition in a duopoly common retailer channel,” Jounral of Retailing, 72(2),, 

pp. 117-134. (1996) 

2. Identifying The Profit Maximizing Price May Be Much Tougher Than Textbooks Indicate by Carole 

E. Scott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教學網站  https://www.westga.edu/~bquest/1997/profit.html 。 

3. 朱嘉明，2020，「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變社會成本觀念和結構」，二十一世紀評論，P16~P32。 

4. 梁兆佐，2020，「電子零售平台在新冠病毒疫情下的韌性-以 Amazon 為例」，台灣大學管理學

院創業創新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5. 林欣怡，劉鋼，2007，「台灣肉類消費的漸進式需求結構轉變模型」，逢甲大學第5屆全國實證

經濟學研討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查詢系統第八版，  

http://web02.mof.gov.tw/std/wform?noin=vToEUUt3JxubYclm8PkJ&funcid=IlNhkbSRCdko7tUXs

g9s&rev=10。 

7. 數位時代，2019/07/22，訂單被剝三「成」皮，餐飲「速度比所有人想得都更快。」業還搶合

作？從外送平台兩大趨勢，看台灣金母雞產業養成中，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4014/taiwan-food-delivery-trends。 

8. 蘋果新聞網，2020/05/12，UberEats、foodpanda堅不降佣金！宣稱沒賺到錢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00512/FRTJNJQN2ADUHZQMOHFDBMEAVQ/。 

9. 經濟日報，2021/02/28，外送平台抽成高 餐廳找新出路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282665。 

10. 科技新報，2020/03/22，外送平台搶當餐飲新霸主，催生兩大商機 

https://technews.tw/2020/03/22/delivery-platform-competition-creates-two-major-business-o

pportunities/ 。   

11. 聯合新聞網 / 綜合報導外，2020/07/10，送價vs.店內價差超大！ 店家親揭密「價差內情」：根

本沒賺，https://udn.com/news/story/120911/4692137 。 

12. 商周頭條，2020/11/27，餐廳沒賺、平台沒賺...Uber Eats還在虧損，起飛的「外送財」到底被

誰賺走？，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4678 。 

https://www.westga.edu/~bquest/1997/profit.html
http://web02.mof.gov.tw/std/wform?noin=vToEUUt3JxubYclm8PkJ&funcid=IlNhkbSRCdko7tUXsg9s&rev=10
http://web02.mof.gov.tw/std/wform?noin=vToEUUt3JxubYclm8PkJ&funcid=IlNhkbSRCdko7tUXsg9s&rev=10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4014/taiwan-food-delivery-trends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00512/FRTJNJQN2ADUHZQMOHFDBMEAVQ/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282665
https://technews.tw/2020/03/22/delivery-platform-competition-creates-two-major-business-opportunities/
https://technews.tw/2020/03/22/delivery-platform-competition-creates-two-major-business-opportunities/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11/4692137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4678


正修學報 第三十四期 民國一百一十年                                                151 

Journal of Cheng-Shi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ol. 34, pp. 151-168 (2021) 

 

 

探索資訊基礎架構委外關鍵成功要素之研究 

 

林清河*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linn@mail.ncku.edu.tw 

邱郁文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R3707106@mail.ncku.edu.tw 

陳彥宏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Chiu5554@ms14.hinet.net 

 

摘 要 

    資訊業務委外，對企業來說已非新的觀念，在企業受限於內在資源有限與外在變化快速，因此

會將較不重要的維運工作或新技術的導入委外進行，一方面可將有限資源投入於加強與維持企業核

心競爭力中，另一方面則透過外部廠商引進新技術協助企業資訊轉型及提升。 

    在上述的企業資訊業務委外敘述中，所談及之範圍過大，也因此在以往的學術研究文章及論文

中，往往都未將內部維護工作與新技術導入等截然不同考量的委外服務內容，在一開始的定義就明

確區分開來，導致了後續的研究成果雖能代表部分資訊業務委外的關鍵成功因素，但就不同需求與

範圍的考量時又無法百分之百契合。 

    本研究以個案訪談方式，就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之關鍵因素進行探討，除納入近期學者研究

之六項關鍵因素外，再加上台灣少子化趨勢與資訊安全共八項關鍵因素進行探討與整理分析，藉此

將以深度訪談之個案研究能於特定範圍與特定標的間，利用前人研究之關鍵因素加上近期資訊重要

關注課題共八項，重新調查發現，得到影響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前五項關鍵因素。 

 

關鍵字: 工作研究、資訊基礎維運服務、委外成本、資訊安全、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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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從 1946 年第一台電腦問市以來，資訊電子化已成為常態，企業為管理的目的與提高各式處理流

程的效率，也成立了專責的資訊單位以管理各式不同功能的資訊系統。而資訊單位為維護上述的資訊

系統，也相對產生了許多日常維護工作，且隨著企業的發展，資訊系統維護工作日趨複雜起來，不但

佔用了資訊人員的大量工作時間，同時資訊系統維護的效率也下降。而此一現況更進一步造成了產生

資訊人員無法學習專業技能，而趕不上資訊技術進步速度的窘境，連帶的拖慢了企業的成長與發展速

度。此一惡性循環下，最終企業將會在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下遭到淘汰。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對象公司 1978 年成立以來，企業營運以人工紙本作業方式進行，公司內部充斥著各種不

同的紙本文件，例如產線的工作紀錄表、設備日檢表、排班表、操作手冊；倉儲的進貨單、領料單、

出貨單、物料簽收單、盤點表；財會部門的各式分類帳、資產紀錄、資產盤點表；人事部門的員工人

資紀錄表、出勤紀錄、薪資單、學習教材、業務部門的客戶資料、客戶訂貨紀錄，總務部門的各式維

修紀錄、採購紀錄等等，在企業發展的同時，這些人工紙本作業嚴重影響到成長的速度，因此在 1990

年開始使用 PC，將紙本表單轉換為電子記錄；隨著公司規模與業務範圍擴大，需要處理的資料與流程

日趨複雜，因此成立專責資訊技術(IT)部門負責處理資訊相關事宜，發展至今日，IT 部門轄下已有近

30 名員工，負責維護公司 5 個廠區資訊基礎設施、1,500 台個人電腦、100 多套伺服器主機，與建置了

近 30 套規模不等的資訊系統；IT 部門每年花費約 5,000 萬元(含人事成本)，除協助公司正常運作外，

還擔任起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增進營運效能及決策分析的重要角色。 

在 IT 部門角色轉換的過程中，人員除了持續維護現有的基礎設施穩定與系統突發狀況，更多的人

力與時間會投入到導入新技術協助企業數位轉型的工作上，部門工作比是30%維護與70%新方案導入，

在更多的新方案與技術引進後，相對應也需要更多的維護人力，如此發展下去，會讓 IT 部門的人力需

求膨脹得越來越快(翁興利與黃淑勤，2007)。 

另外台灣人口發展，從 1960 年的總生育率 5.6 人，一路下滑到 2019 年的 1.1 人，在少子化的趨

勢之下，預期未來投入市場的就業人口也如該趨勢降低。 

圖 1 中華民國出生人數與總生育率統計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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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人力與資訊環境演變下，如何以日益精簡的員工數滿足企業對於 IT 部門的依賴，個案公

司考慮將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進行。 

綜合上述個案公司的現況與環境趨勢，產生了本次的研究動機：因應企業與 IT 部門的持續發展，

利用委外服務節省大量的人力與教育訓練費用，利用委外的方式，達成最小投資與最大效益之目的(王

宣智與李樹民，2009)。以在控制 IT 部門成本的前提之下，也提高 IT 部門員工的人均產值。 

除了考慮成本所可能帶來的效益外，資訊安全也是近期一個重要的課題，在資訊委外中，對於資

訊安全的保護有三個重要的因素：供應商確保資訊安全的能力、供應商遵守客戶的要求與外部法規、

確認供應商不會濫用機密資訊並對其採取的適當的管控措施(Dhillon, et al., 2017)。 

2017 年瑞典運輸局被發現自 2015 年以來，將重要的基礎維運業務進行委外，但卻未能嚴格審查

供應商的身分與進行嚴格的資料存取權限管控，導致瑞典全國運輸系統資料、控制系統機密文件、駕

照個人資料等等外洩，最後導致了運輸局長下台負責(Newlove-Eriksson, et al., 2018)。從 1950 年代起，

資訊委外的議題已漸漸受到重視與討論(Gunasekaran, et al., 2015)，從近期探討資訊委外優勢的文獻與

研究，重點歸納如下六項：供應商管理策略、流程創新、資訊共用與交流、共同專案合作、供應商選

擇和評估的標準化、績效評估回饋等六項關鍵成功因素。 

 

從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探討兩個問題： 

(1) 能否將資訊基礎維運業務流程標準化？ 

(2) 評估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時，哪些關鍵因素是評估的標準？ 

 

2 研究目的與範圍限制 

(1)研究目的 

目前有關資訊系統委外的相關研究，大多是以整體資訊業務為範圍，進行委外效益與關鍵因素的

探討，希望能將前人的研究範圍縮小，以資訊基礎維運業務為研究的範圍，探討其委外關鍵因素，並

嘗試找出企業資訊基礎維運業務是否需進行委外評估之標準，以達到降低資訊部門維運管理成本，提

高資訊部門維運管理之效率。綜上所論，本研究目的為: 

① 探討就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之六項關鍵因素並進行探討與整理分析。 

② 探討台灣少子化趨勢與資訊安全共八項關鍵因素並進行探討與整理分析。 

 

(2)研究範圍限制 

另外在本次研究中預定進行訪談的對象，為求不干擾到個案公司日常業務運行，因此將執行資訊

基礎維運業務之工程師自訪談對象中排除，改以個案公司之資訊基礎維運業務主管及該業務往來之供

應商主管為尋求本次研究訪談對象之範圍，透過訪談過程取得本研究相關資訊，以利後續資料分析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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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在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已成日常作業後，該如何找出日常維運業務委外之關鍵因素，

依據該研究方向與內容，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與整理。第一介紹資訊基礎維運的定義、第二說明資訊

基礎日常維運業務流程化之方式、第三探討過往資訊系統委外關鍵成功因素。  

 

1 資訊基礎維運的定義  

ITIL（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即資訊技術基礎架構庫，一套被廣泛承認的

用於有效 IT 服務管理的實踐準則。1980 年以來，英國政府商務辦公室（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簡稱 OGC; 原稱政府電腦與通信中心）為解決 IT 服務品質不佳的問題，逐步提出和完善

了一整套對 IT 服務的品質進行評估的方法體系，叫做 ITIL。(張碩毅等人，2017)在 ITIL V3 內對於資

訊基礎維運的定義為：一群硬體、軟體、網路、周邊設施的集合，以之達到開發、測試、監視、控制

以及支援 IT 服務的目的。 

2 資訊基礎日常維運業務流程化之方式 

IDEF (ICAM DEFinition)方法論，為國際常用的工具，可將一個複雜的系統或流程，以結構化的模

式予以表示，進而分析現有的業務過程，據以掌握相關業務實態，並進一步瞭解其相互關係，作為主

管了解部門內業務流程與相關人員於組織業務過程展開時之溝通工具，以達到執行上之共識。 

在工作研究一書中(林清河，2007)，第三章程序分析與作業分析所提，IDEF3 流程描述(Process 

Description Capture)為一系統化的程序描述方法，以圖形和文字方式擷取與紀錄系統或特定組織內，活

動、作業的執行程序和因果關係之知識。IDEF3 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系統分析者來描述該系統的領域

專家的知識，並詳細的紀錄其系統的程序行為與劇情(scenario)。 

目前資訊基礎日常維運業務，可利用 IDEF3 之系統化描述流程方法，將各維運業務流程繪製出來，

以了解各流程之步驟、複雜度、重要性、耗時等，作為維運業務委外時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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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DEF 系列方法論 

IDEF0 功能模式化(代號 Function Modeling) 

IDEF1 資訊模式化(Information Modeling) 

IDEF1X 資料模式化(代號 Data Modeling) 

IDEF2 模擬模式化(Simulation Model Design) 

IDEF3 流程描述(Process Description Capture) 

IDEF4 物件導向設計(Object-Oriented Design) 

IDEF5 本體論描述(Ontology Description Capture) 

IDEF6 設計原理描述(代號 Design Rational Capture) 

IDEF7 資訊系統審查方法(Information System Audit Method) 

IDEF8 使用者介面模式化(User Interface Modeling) 

IDEF9 腳本驅動資訊系統設計規格(Scenario-Driven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Specification) 

IDEF10 實行構造模式化(Implementation Architecture Modeling) 

IDEF11 人工資訊模式化(Information Artifact Modeling) 

IDEF12 組織模式化(Organization Modeling) 

IDEF13 圖表規劃設計(Three Schema Mapping Design) 

IDEF14 網路設計(Network Design) 

*資料來源：工作研究(林清河，2007) 

3 近期資訊委外關鍵成功因素 

從 1950 年代起，資訊委外的議題已漸漸受到重視與討論(Gunasekaran, et al., 2015)，從近期探討資

訊委外優勢的文獻與研究，重點歸納如下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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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期資訊委外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項 目 

供應商管理策略 

通過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通過雙贏戰略追求共同目標 

根據戰略實施計畫建立供應商管理戰略計畫，以實現長期業務目標和短

期業務目標。根據此計畫，選擇合作夥伴評估標準，然後為每個標準選

擇權重 

流程創新 

通過使用電子採購系統來減輕供應商的業務負擔 

通過改善不必要的業務流程，引入線上採購系統並持續使用來減輕業務

負擔 

資訊共用與交流 

通過協作系統和頻繁交流的資訊共用 

公開專案經理和專案成員的詳細評估結果和意見，收集供應商的意見，

並建立溝通系統，以使供應商的建議和資訊共用 

共同專案合作 

通過加強合作和雙邊支持來開展聯合專案，例如專案招標，開發專案評

估。合作夥伴的供應商可以參與專案招標、價格提議到最後的整體專案

評估與評估 

未來的聯合專案也是可能的，例如專案開發流程創新，協作新技術開發

和聯合研發投資 

支援專案招標，激勵參與提案系統並反映參與評估結果 

供應商選擇和評估的標

準化 

客觀，透明，公正的評估和標準化的評估系統 

制定面向未來的評估措施，以加強供應商之間的合作 

績效評估回饋 

持續評估和監測並將結果反映到戰略夥伴關係管理中 

通過分析定期評估並針對供應商的缺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教育訓練 

持續監控供應商的評估結果並誘導供應商自願增長 

*資料來源：(Cha and Kim, 2018) 

 

綜觀上述委外因素的探討，未將近三年討論度高之相關因素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在評估相關資

訊委外關鍵因素時，會將少子化、資訊安全等因素納入考量，求得符合現今時空背景的結果。 

三.研究方法 

在前章文獻探討中得知，影響資訊委外之關鍵因素有很多，除了這些因素，在少子化的趨勢造成

企業人力的不足，及資料存取應用的安全性也可能會成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關鍵，而在委託方

與供應商之間，各自的考量與重點也不盡相同，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會針對雙方為達成成功委外的考

量點，並從四項已流程化之資訊基礎日常維運業務中，以個案訪談方式(王修曉，2009)，列出在資訊基

礎維運業務委外中雙方考量的評估因素，進行整理、分析，進而找出影響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關

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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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委外因素之基本架構 

透過第二章的探討，整理出影響資訊委外的因素如下： 

(1) 供應商管理策略 

(2) 流程創新 

(3) 資訊共用與交流 

(4) 共同專案合作 

(5) 供應商選擇和評估的標準化 

(6) 績效評估回饋 

從上述的六項因素，加上少子化與資訊安全共八項因素進行探討。 

2 資訊基礎日常維運業務標準化選擇 

在資訊基礎維運業務中，依據訪談個案對象，挑選四項目標(資料庫日常監控、網路平台日常監控

服務、機房設備日常監控服務、虛擬平台日常監控服務)作為目標業務如下，於第四章實證分析中依

IDEF3 之系統化描述流程標準化，以作為訪談依據。   

3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與半結構性訪談法紀錄各受訪單位之訪談內容與個案之資料，再進行分類整

理、歸納、分析。 

在個案訪談中，以八項因素(有關管理機制的考量、有關流程創新的考量、有關資訊共用與流通的

考量、有關合作關係的考量、有關選商的考量、有關績效評估的考量、有關人力資源的考量、有關資

訊安全的考量)進行訪談，並於個案的資料分析，依訪談紀錄個案一至四中取關鍵語句紀錄分析並編列

代碼。 

代碼之編碼原則如下： 

在不同關鍵因素中所識別出關鍵語句，會以前後加註”方式標註，並於該關鍵語句後方給予代號編

碼以方便進行分析，如管理機制的考量中，所識別出的第一句關鍵語句格式如下：”短中長期委外目

標”(代號 A1)。另外在相同關鍵因素的不同個案訪談中，若重複出現與前個案相同之關鍵語句，則會

沿用相同之代號，同時在彙整分析時以 xN 表示(x 表乘號，N 表該代號出現的次數)，承上關鍵字語句

若彙整分析時共出現 3 次，則格式表示如下：”短中長期委外目標”(代號 A1)x3。  

依上述因素將個案紀錄分析結束後，進行歸納分類整理，最後找出最重要的五項關鍵因素，以實

證各項資訊基礎維運業務流程標準化，並找出最佳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關鍵因素，並提出本研究的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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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案分析 

1 S 公司 

(1) 背景介紹 

個案 S 公司成立於 1978 年，為全球市佔率最大的光儲存媒體薄膜靶材製造廠，在 1990 年成立 IT

部門後，該部門至今已有近 30 名員工，負責維護公司 5 個廠區資訊基礎設施、1,500 台個人電腦、100

多套伺服器主機，建置了近 30 套規模不等的資訊系統；每年花費約 5,000 萬元(含人事成本)，除協助

公司正常運作外，還擔任起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增進營運效能及決策分析的重要角色。本次訪談

對象為資訊單位中負責資訊基礎架構維運的部門主管，該部門負責了 S 公司所有資訊基礎架構系統、

資料庫系統之管理與維護，並負責 S 公司的資訊安全管理策略制訂與執行，本次訪談內容為資料庫委

外監控服務，並依標準流程為訪談依據。 

(2) 訪談內容整理 

①有關管理機制的考量 

公司內有多套重要系統使用資料庫，版本有 MS SQL、Oracle、My SQL 等，鑒於資料庫管理人員

培養不易，且資深資料庫管理人員市場薪資又高於 S 公司人員聘用薪資水準，因此考慮將日常資料庫

監控進行委外。 

在評估供應商的過程，會將資料庫維護的相關工作依時間與配合度編列”短中長期委外目標”(代號

A1)，例如第一次配合之供應商，會以資料庫”狀態監控與問題回報為短期目標”(代號 A2)，待供應商配

合度與專業度獲得認可後，再進行”中長期目標，即資料庫備份、還原與資料庫問題排除修復等難度高

且須即時處理的工作”(代號 A3)。 

分階段的目標管理，除”保護雙方的利益”(代號 A4)外，也可避免因”初期供應商對 S 公司業務不

熟悉，而造成額外的資料庫破壞”(代號 A5)。 

②有關流程創新的考量 

在公司與供應商的資料庫監控委外服務中，”相關流程在事前已標準化”(代號 B1)，同時為避免因

步驟的簡化造成操作錯誤，原則上是”不會對流程進行優化或改善”(代號 B2)，而是會要求各操作流程

都須確實並有紀錄可追蹤。 

在上述的”操作流程步驟，僅會進行逐筆紀錄，每月統一彙整後進行檢查” (代號 B3)是否有漏。該

作業複雜度與難度”不需要使用專屬系統進行記錄與分析”(代號 B4)。 

③有關資訊共用與流通的考量 

在進行資料庫監控委外服務時，為確保資料庫”相關資訊與資料不外流，因此要求供應商於資料庫

監控平台檢查資料庫相關狀態的動作必須要在公司內部環境下執行” (代號 C1)，所以除要求供應商”簽

訂保密協議”(代號 C2)外，需使用公司所提供之”SSLVPN 機制登入，並於登入時限制其連線目的系統

與可開啟之服務，以做到資料庫相關機密資料不外洩”(代號 C3)，同時也可在層層管控的過程中，對於

供應商的行為與資訊有”軌跡保留以供”日後查詢”(代號 C4)。 

另外在與供應商討論資料庫相關狀態與監控時，除”使用電子郵件”(代號 C5)外，限制其只能使用

公司所提供之”特定協作通訊軟體(例如企業版 Teams)，一方面能做到所有交談與訊息皆能夠進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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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存”(代號 C6)，另一方面透過企業級通訊協作軟體也能做到”交談與訊息傳遞過程皆加密”(代號 C7)，

降低被駭客從中擷取公司機密訊息，甚至帳號等相關資訊。 

④有關合作關係的考量 

未委外前這些日常基礎維運服務雖都正常進行，但不確定哪些步驟或流程適合委外，另外在委託

方的考量，供應商不一定能夠百分之百照著需求執行，所以事前須找幾家不同的供應商，討論出一個

各家供應商都能執行的模式。 

因此在”委外服務前期規劃時就會找至少 3 家供應商參與討論與制定標準委外執行步驟”(代號 D1)。

雖在”規劃前期會多花時間”(代號 D2)進行各方面的溝通與明確執行內容，但好處是未來”如果現在配

合的供應商因故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找到下一家接手會容易許多”(代號 D3)。 

⑤有關選商的考量 

在評估供應商的過程，會針對”委外服務的標的”(代號 E1)、供應商”擅長領域”(代號 E2)、”服務水

準”(代號 E3)、”業界評價”(代號 E4)、”員工人數”(代號 E5)、”年營業額”(代號 E6)等進行”量化指標”(代

號 E7)的設立，作為選擇供應商的標準。 

而在公司的角度，除了上述的條件，在維護內容相同的情況下，也會針對所”花費的成本進行評估，

而這點是高階主管特別在意的部分”(代號 E8)，若”委外的成本遠高於內部人事成本，則該委外服務無

法成功執行”(代號 E9)。 

⑥有關績效評估的考量 

在執行委外監控服務的過程中，會將供應商對於”異常事件的處理過程與所耗費時間進行績效考

核”(代號 F1)，以列入下一次選商的評估標準。 

另外在與供應商配合的過程，透過側面的”觀察與業界相關經驗的比對，也能夠了解供應商的程度

水準”(代號 F2)，依此”提供業界相關的經驗以供其成長”(代號 F3)；在”提供供應商相關教育訓練這點

則無法達到”(代號 F4)，如果比供應商還強，自己做就可以了。 

⑦有關人力資源的考量 

現在就業市場的主力為 30~40 歲間，未來 5 年新進員工的年齡將會落在 20~30 歲間，而從總生育

率來看，1980 年的 2.7 人，一路下滑到 1990 年的 1.7 人，現在預估還會降到 1.2 人；而該”出生率下

滑”(代號 G1)的現象最明顯受影響的就是大專院校的招生，這幾年已有大專院校陸續退場，所以過幾

年這個情形就會”反映在整體就業人口”(代號 G2)上，可以預估到未來幾年要招募到新的員工就會是一

個很大的挑戰。 

再加上”新世代的年輕人普遍無法接受單調無變化的工作”(代號 G3)，以部門內的員工工作分配狀

況就很明顯能體會出來。”資淺員工對於事務性日常維護工作感到興趣缺缺，無法靜下心來完成日常維

護工作”(代號 G4)，並從中累積對系統的熟悉度與管理經驗；只想著”接觸新技術，但又缺乏學習的耐

心與恆心”(代號 G5)，這樣的情況長久下來，就會變成部門管理的大難題。也因此”及早規劃資訊基礎

日常維運工作委外，對於整體部門發展來說是有利無害的”(代號 G6)。 

⑧有關資訊安全的考量 

在考慮資料庫監控委外，因”資料與合作內容皆屬機密”(代號 H1)，所以首先要”確保的就是機密資

料與系統帳密不外洩，目前採取的作法是供應商操作過程一律監控及側錄”(代號 H2)，日後若有爭執

或糾紛，該份紀錄就會成為有力的證據。接下來是連線的方式與監控系統的設置，採取”SSLVPN 的方

式卡控供應商只能夠以特定管道連入公司的特定電腦操作監控平台”(代號 H3)，而在監控平台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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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帳密，則由部門內保管人員先行登入並儲存後交給供應商使用”(代號 H4)，並設定”定期密碼變更

機制”(代號 H5)與”限縮帳號權限”(代號 H6)。遇到”複雜問題需要對系統做重新安裝或資料回復，則要

求供應商到場”(代號 H7)以公司電腦進行操作。最後是上述的相關”連線操作記錄每周都會由內部人員

進行抽查”(代號 H8)是否有異常操作行為。 

2 A 網路營運商 

(1) 背景介紹 

個案 A 公司成立於 1992 年，為一家專責提供網路與資訊安全相關服務之供應商，擁有近 20 位專

責網路工程師，營業內容包含有無線網路規劃與佈建、PC 端的安全防護，閘道端的控管或整體的安全

規劃，網路平台監控服務等。本次訪談對象為 A 公司專案經理，主要負責客戶端的網路監控服務，本

次訪談內容為網路平台監控服務，並依標準流程為訪談依據。 

(2) 訪談內容整理 

①有關管理機制的考量 

因面對的客戶很多，每個客戶的特性與需求不同，實際情況、專案的時間範圍成本也都不同，都

需要”量身訂製管理計畫”(代號 A6)。 

在制訂管理計畫(簡單說就是專案計畫，得標後轉為執行計畫)時，同樣會依照”客戶實際情況的不

同給出短中長期的合作目標”(代號 A1)，這樣才能夠確保計畫能夠真正落實並確實執行，否則客戶只

有一點預算，卻規劃了一個一次性實施的整體解決方案，那也無法達到”雙方共贏”(代號 A4)。 

②有關流程創新的考量 

在與客戶進行網路監控委外服務的過程中，”不太會對流程進行優化與改善”(代號 B2)，一般來說”

執行的標的跟步驟在合約簽訂時都已經寫上去了”(代號 B5)，不會因為流程需要優化而變更 SOP，以

避免造成後續執行上的混亂或是出問題時的責任追究。 

在規劃階段，因討論過程中對於流程會有優化或過程關卡需要進行額外操作，此時則會以簡易的”

文書系統進行各規畫案的執行紀錄管理”(代號 B6)，以確保最終不會把 A 客戶的需求在 B 客戶的系統

上執行。 

③有關資訊共用與流通的考量 

有關即時訊息的交換，一般都會用市面上的”免費通訊軟體”(代號 C8)，例如 LINE 或 WeChat，如

客戶有額外要求才會使用”客戶指定的通訊協作軟體進行溝通”(代號 C6)；若是較正式的問答或提案則

會採用”電子郵件留作紀錄”(代號 C5)。或是在”監控系統上留下操作紀錄，以供客戶登入查看”(代號 C9)

相關操作紀錄。 

④有關合作關係的考量 

因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網路相關業務，故常有業界廠商轉介客戶或未配合過的客戶尋求諮詢，通

常都會指派人員進行負責接觸，了解實際需求，並判斷是否”有成案的可能再決定是否投入資源”(代號

D4)，會有如此的判斷是因許多未有配合經驗的客戶對公司提出需求，其目的只是為了滿足客戶的採

購要求：超過一定金額要有 3 家以上廠商投標，上述情形其實客戶心中已有決定的配合廠商，而公司

參與只是為了湊足投標數量，故”前期投入的成本很可能無法回收”(代號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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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情況是已經”合作的客戶有另外的需求發生”(代號 D6)，這個情況下處理的方式就不同，

會由已配合之業務窗口負責跟進並明確需求與後續配合方式，且會針對現有之合作模式藉由新的可能

合作，提出一個更完整的改善方案供客戶審核，除了能確認該前期投資不會浪費外，也能夠藉著”新的

建議與評估方案提高客戶的信任度，增加雙方未來合作的機會”(代號 D7)。 

⑤有關選商的考量 

在接到需求後，除了派業務進行接觸外，也會從各方面對客戶進行評估是否為優良客戶，如客戶

的”行業別”(代號 E10)、”營業額”(代號 E6)、”業界評價”(代號 E4)、”資訊部門規模”(代號 E11)等”客觀

數據進行初步篩選”(代號 E12)，但最終都會是”看客戶在第一次接觸時所透露出的訊息做判斷”(代號

E13)，例如是否只是想了解方案而”不願提供需求與目前的問題，或是直接給一個完整方案要求報

價”(代號 E14)，上述兩種情況都是顯示沒有機會能夠拿到這個案子進行配合；若客戶會分享從何得知

公司的資料與提供的服務，會”願意說明現況與問題”(代號 E15)，會有下一次的約訪及進一步的規劃報

告，這才是有可能達成合作的客戶，才值得投資。 

上述的說明，除了一部分客戶的客觀資料外，其他的部分實”無法進行量化成為一個客觀衡量的標

準，也無法轉為系統”(代號 E16)進行潛在客戶評估管理。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成本與效益比”(代號 E9)，不能夠低於某一個數字，不然的話該客戶也只能

夠放棄。 

⑥有關績效評估的考量 

在配合的過程中，會關注的乃是當初的合約規範事項是否都能”依規範執行”(代號 F5)，畢竟一分

錢一分貨，完成談好的內容跟工作就能到相對應的報酬，其中也會遇到一些不在合約內的”臨時狀況發

生，此時多半會順手將其解決後告知客戶，除體現公司的專業服務能力”(代號 F6)外，也能從超出合約

的服務中讓”客戶對公司更滿意”(代號 F7)，提高日後合作的機會。 

⑦有關人力資源的考量 

“少子化”的趨勢，不僅影響到客戶，也影響到以提供專業技術服務為營利的公司。 

少子化的影響，客戶才會想把相關的”網路維運與問題處理工作委外”(代號 G7)，而以公司來說，

近期要找”年輕的工程師也是越來越難找”(代號 G8)，尤其像這種”下班時間不定時的工作內容”(代號

G9)，年輕的工程師往往做了半年就待不下去，連帶的未來可能產生的業務成長，公司卻苦無新血加

入，目前的衝擊很大。 

現在只能夠先以”高薪資吸引新血加入”(代號 G10)，再先安排一些輕鬆的工作慢慢”引導其適應工

作環境與內容”(代號 G11)，待”認同公司文化”G(12)與工作後，或許就能夠改善這個棘手的問題了吧。 

⑧有關資訊安全的考量 

在基礎維運業務委外承接案中，要”重點保護的資訊就是合約內容中之客戶的網路拓樸、各網路設

備的帳密、資訊的傳輸路線、以及所有的網路設定”(代號 H1)，另外在公司內部也會重點要求工程師

對於客戶訊息的使用要依照”保密協議”(代號 H9)簽訂的內容進行保密。 

最佳情況就是每月固定的設備健檢能夠安排”在客戶端多使用客戶的設備執行相關的訊息收集與

分析”(代號 H3)，另外在即時的”網路監控系統中，若出現任何異常，則會優先通知客戶，並將分析與

建議作法提供”(代號 H10)以進行後續配合協助處理問題，這樣的話在剛剛說明的重點保護資訊就能最

大程度的”降低其由公司端洩漏的風險”(代號 H11)，同時也能”提高客戶對公司的信任”(代號 H12)，達

到長久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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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Y 系統服務商 

(1) 背景介紹 

個案 SY 公司成立於 1997 年，有三千多名員工，為台灣前一百大服務業，服務超過三萬家客戶，

範圍涵蓋台灣、亞洲以及歐美；代理經銷近百項產品，為許多國際級原廠的合作夥伴，2019 年合併營

收超過新台幣兩百億元。經營理念以數據為中心思想，聚焦在雲端、資訊安全、行動方案、大數據處

理與物聯網五大技術，應用創新與研發，跨界經營整體數據生態圈。本次訪談對象為資訊基礎設備與

服務專案經理，訪談內容為機房設備與環境監控服務，並依標準流程為訪談依據。 

(2) 訪談內容整理 

①有關管理機制的考量 

公司有一套”客戶管理系統”(代號 A7)，因為面對的客戶很多，有需要一個系統進行操作管理，才

不會不同的客戶因合約所規範的流程步驟不同而有誤操作的情形，也方便我們將不同的客戶與業務合

作內容輸入後進行管理，同時也能提供合約的收付款以及該合約內所安排的固定工作事項提醒功能。 

另外在與客戶的配合中，因公司規模大，許多系統服務與專案規劃導入都可承做，故在客戶管理，

會依照客戶的需求與規模，在提出現有需求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會提供其整體資訊部門的其他解決方

案，並依此”排定每個客戶的短中長期業務目標”(代號 A1)，在”持續替公司創造利潤的同時也能長遠的

配合下去，創造客戶與公司長久的合作共贏”(代號 A4)。 

②有關流程創新的考量 

在本次的範圍，為機房設備與環境監控服務，依合約規範對於機房內的弱電、UPS、照明、攝影

鏡頭、消防設備、門禁，乃至於機房內的主機硬體狀況等，皆在機房環控監控的範圍內，”合約起始會

有依當下監控範圍、設備警告值、異常通知權責人員等進行規範與實際設定後開始提供後續的監控服

務”(代號 B5)，在”流程上是不太會有異常或需要調整的部分”(代號 B2)。 

若要談到相關委外服務”流程的優化及改善，一般都會在執行監控的過程中對於所發現的問題與

通報過程中發現當初能夠再做得更好的方法或改善步驟，並於下次服務續約的過程中提出來進行下一

次的監控服務改善”(代號 B7)，以提高雙方信任與深度的配合，同時會將這些建議的過程紀錄於公司

內部的”客戶管理系統”(代號 B6)之中，以便其他工程師”臨時接手進行問題處理時有跡可循，展現公司

的專業問題處理能力”(代號 B8)。 

③有關資訊共用與流通的考量 

在進行資訊委外業務時，一般都會使用常見的”免費通訊軟體”(代號 C8)進行資訊交流，台灣客戶

較常用的是 LINE，中國的客戶則是 WeChat 與騰訊 QQ；若有特殊與機敏度較高的訊息或畫面須傳遞，

則會使用”電子郵件”(代號 C5)或是”客戶指定的通訊軟體”(代號 C6)進行訊息交換，另外在大檔案傳輸

的過程，也會使用客戶或公司之”加密 FTP 系統”(代號 C10)進行傳輸，以避免檔案的外洩造成資安事

件。 

④有關合作關係的考量 

“公司規模大，工程師多，所以在承接案子是抱著多多益善”(代號 D8)的心態盡力將每一件服務做

好，且在與客戶討論的過程，由於公司資源多，會希望客戶一開始都是找公司進行”整體規劃，這樣比

較能夠產出一個完整解決方案”(代號 D9)，再”依客戶的預算與需求分階段實施”(代號 D10)，同時”抱

著學習的態度參與每一個案子”(代號 D11)，在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也能夠以不同產業別或性質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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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案例提供現有的客戶做參考，除滿足服務委外”(代號 D12)之外，也同時”達到了系統及流程的優

化”(代號 D13)。 

⑤有關選商的考量 

在客戶評估過程中，公司的”客戶管理系統也提供了建議，只要將客戶公司的相關數據輸入後，即

可產出客戶健康度評分供業務參考，同時這些客戶健康度評分，公司內部各業務也都能夠查看，算是

一個客觀透明的評估標準，同時也能夠有個量化的數字”(代號 E12)。另外在業務前期討論的過程中，

也會經過一套系統精算該”合約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代號 E9)，乃至於在競價的過程中，也可以透過該”

系統提供報價與是否承接該業務的實際判斷依據”(代號 E17)。 

⑥有關績效評估的考量 

“每月都會對客戶做合約的內部審查”(代號 F8)，以確定該合作案是否有太多突發狀況發生導致與

當初的”成本效益偏離”(代號 F9)，或是在合作的過程中是否能藉著熟練的執行與專業技術的檢視，提

供”降低成本加速效率”(代號 F10)的做法，同時每一季都會與合約客戶進行檢討，找出”上述例外狀況

的發生原因與避免再次發生”(代號 F11)。 

若長期執行過程中都能依照當初的規劃走下去，每次的例外狀況也都能即時處理並讓其不再發生，

則該合作案與該客戶的內部”健康度評等則會建議調升”(代號 F12)，意即後續能夠投入較低的成本取

得更高的效益。 

⑦有關人力資源的考量 

少子化的影響有好有壞，一方面”增加了客戶將基礎維運相關業務委外的需求”(代號 G7)，但另一

方面卻也造成了”工程師人力短缺”(代號 G8)的問題，長久下來會出現有錢卻賺不了的窘境，因此公司

內部現在的做法是參考”跨國企業的技術支援中心”(代號 G13)，將北中南分公司的”工程師資源做整

合”(代號 G14)，接到需求的同時指派當下可執行任務且有相關專業技術的工程師進行支援，”降低短

期的人力衝擊”(代號 G15)；而”長期的做法則採取精兵制”(代號 G16)，將有意願且技術良好的工程師

提供優於業界的福利使其繼續為公司服務，同時也增加其服務的客戶數量，這樣做的好處是同一個工

程師在不同客戶間接觸的都是類似的服務與業務，藉由該方式精進自身技術並提高服務的效率，菁英

制”雖在單一工程師上投入之成本較高，但整體服務的範圍擴大，效益上反而提升”(代號 G17)了，已初

見成效。 

⑧有關資訊安全的考量 

由於公司規模大，資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要考量”與客戶間的保密內容及方式，同時也要保

護客戶的資料不在公司內部遭他人查看導致外洩，因此分兩部分來看，一是與客戶間的配合，二是內

部資料流通與保存的做法”(代號 H13)。 

上面有提到，機房內的弱電、UPS、照明、攝影鏡頭、消防設備、門禁；乃至於機房內的主機硬

體狀況等，這些”都是客戶的機敏資料”(代號 H1)，在服務配合的過程中除”簽訂保密協議”(代號 H9)之

外，對於系統設定的操作也會盡量”到場由客戶陪同進行”(代號 H3)，”平時則會設定警告機制”(代號

H14)，在發生例外狀況時通知工程師與客戶，對於”情節輕微的問題，再由客戶的監控之下進行連線處

理”(代號 H15)，”情節嚴重的則會立即趕到客戶現場，由客戶陪同進行問題排除”(代號 H3)，這樣的好

處是釐清問題並非是由工程師擅自調整所引起的，另外就是在修復過程中也讓客戶清楚知道未從中竊

取任何一筆機敏資料，”杜絕資料外洩並提高資訊安全”(代號 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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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訪談彙總分析 

依據上述針對八項關鍵因素進行之個案訪談，將個案提及之關鍵敘述依八項關鍵因素分列為八個

獨立表格並進行分析，依序整理如下： 

從上述的供應商管理策略的關鍵重點敘述中得知，四個個案皆認同對於供應商(客戶)建立管理計

畫((代號 A6)x1 & (代號 A7)x2)，並制定短中長期之目標是重要且必要的((代號 A1)x4)，藉由各階段計

畫與目標的達成，能夠讓雙方對彼此更了解，進而保護雙方合作的利益，共創雙贏((代號 A4)x3)。 

從上彙整分析得知，建立供應商管理計畫並制定短中長期業務目標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重要

關鍵因素。 

在流程創新的關鍵重點敘述，為求基礎維運業務委外執行的正確性，表明流程內容應在事前已規

範((代號 B1)x1 & (代號 B5)x2)，執行過程當中為求落實合約規範，也不會對流程進行優化改善((代號

B2)x4)。三個個案提到在過程中須確實留下紀錄((代號 B3)x1 & (代號 B6)x2)，對流程的創新修改建議

應於合約續約時進行((代號 B7)x1 & (代號 B13)x1)；另外其中兩個個案皆提到正確的依流程執行與找

出問題後續的調整與優化，是展現專業技術能力的重點((代號 B8)x2)。 

依上述的重點整理發現，流程創新該項關鍵因素於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中，非為重要之關鍵因

素，在訪談中則另外提及專業技術能力的重要度，似可將專業技術能力列為考量之關鍵因素之一。 

在資訊共用與交流中，現今通訊軟體的高度應用，個案會依照不同的保密程度採取不同的交流與

資料共用方式，以達到資訊安全與保密的重要性。 

其中個案二、個案三、個案四皆表明可使用免費軟體進行溝通((代號 C8)x3)，與個案一要求安全

性明顯不同。另外在電子郵件的使用以對於溝通過程進行紀錄保存上則是一致認同((代號 C5)x4)。另

外為求通訊與訊息傳遞過程中做到資訊安全的要求，皆同意採用不同程度的管理管制方法((代號 C1)x1 

& (代號 C2)x1 & (代號 C3)x1 & (代號 C4)x1 & (代號 C6)x3 & (代號 C7)x2 & (代號 C9)x1 & (代號 C10)x1)

以滿足資訊安全。 

總結資訊交流與共用該項關鍵因素之敘述後可得知，交流過程重點非即時與系統化，而是資訊安

全乃最優先考量因素。 

在共同專案合作關鍵敘述整理分析，發現個案一與其他個案考慮的方式不同，個案一傾向在專案

合作前能夠有更多供應商參與((代號 D1*1)，一同討論出一個最佳方案((代號 D2*1)，而其他個案則傾

向前期由自家獨立參與並完成整體規劃，以此方式確保後續可能的合作案發生，並同時對客戶提供整

體解決方案((代號 D7)x1 & (代號 D9)x1 & (代號 D15)x1)，展現公司技術團隊的專業能力((代號 D16*1)，

進而獲得後續長久的合作，確保更長遠的利益。 

從上述分析中得知，共同專案合作於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業務中，並非關鍵因素。而上述彙整

中，再一次提到專業技術能力，似可將專業技術能力列為考量之關鍵因素之一。 

會有此不同的合作參與角度考量，分析可能原因為個案一乃是以客戶角度為出發點，希望能多方

參考後再決定方案的規劃與實施，而其他個案角度則為供應商，希望能單獨承接客戶的所有合作案，

創造效益最大化。 

在上述供應商評估的標準化關鍵敘述整理中，發現成本是共同列為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考量了

各項主客觀因素，或是使用系統進行評分輔助，最終仍是以成本效益比為最後的決策依據((代號 E8)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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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E9)x4 & (代號 E17)x1)，反而評估的方式或過程是否標準化與客觀((代號 E7)x1 & (代號 E12)x2 

& (代號 E16)x1)，則顯得不是那種重要。 

從上分析，供應商選擇與標準，非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之重要關鍵因素，委外的成本則可列

為重要關鍵因素。 

在績效評估回饋關鍵敘述整理中發現，對於該項關鍵因素，認為評估的重點在於是否能夠有效落

實合約中所規範內容((代號 F5)x1 & (代號 F8)x2)，而在個案一對於供應商績效的認定則多了對異常事

件處理的正確性與即時性((代號 F1)x1)，而其他個案則認為績效乃是在合約範圍中正確的完成所規範

的工作((代號 F9)x1 & (代號 F12)x1 &(代號 F13)x1)，多出的績效認定則是對工程師的專業技術是否能

夠提升((代號 F3)x2 & (代號 F6)x1)，這裡因個案身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讀。 

在上述中整理得知，合作績效評估因個案不同角度，而無法得出一個一致的結果，故績效評估於

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中，無法列為關鍵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又再次提到專業技術能力的重要性。 

綜上流程創新、共同專案合作、績效評估等三項關鍵因素分析，共提及十次專業技術能力的重要，

故可將之列為列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之關鍵因素之一。 

在少子化關鍵敘述整理中發現，四個個案皆同意少子化該項關鍵因素影響非常重大，需要及早進

行規畫因應((代號 G1)x1 & (代號 G2)x2 & (代號 G3)x1 & (代號 G4)x1 & (代號 G5)x1 & (代號 G8)x3 & 

(代號 G9)x1 & (代號 G10)x1)。同時該項關鍵因素也決定了未來資訊委外業務的考量與發展，不管是供

應商或客戶，都要對少子化提早擬定應變計畫，如關鍵字中提到的客戶會提高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

的意願((代號 G6)x1 & (代號 G7)x2)，供應商除了對可能增多的委外需求提出因應外，同時也需要考慮

內部人員培養的問題((代號 G10)x1 & (代號 G11)x1 & (代號 G12)x1 &  (代號 G13)x1 & (代號 G14)x1 

& (代號 G15)x1 & (代號 G16)x1 & (代號 G17)x1 & (代號 G18)x1 & (代號 G19)x1)，才不會在就業人口

減少的惡劣情況下遭到淘汰。 

從上述彙整與四個案相同認知，得出少子化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關鍵重要因素。 

在資訊安全關鍵敘述整理中發現，所有個案皆認為資訊安全是委外服務的重要關鍵因素((代號

H1)x4 & (代號 H11)x1 & (代號 H13)x1 & (代號 H16)x1)，在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過程，不論是委

外的標的、使用的相關資訊、執行的過程等，都需要考慮是否符合資訊安全((代號 H2)x1 & (代號 H3)x4 

& (代號 H3)x5 & (代號 H4)x1 & (代號 H5)x1 & (代號 H6)x1 & (代號 H7)x1 & (代號 H4)x1 & (代號

H10)x1 & (代號 H14)x2 & (代號 H15)x2)；而透過保密協議的簽署((代號 H9)x2)、依照標準作業流程的

執行((代號 H17)x1)、各項作業皆留下可供查核的紀錄((代號 H8)x1 & (代號 H11)x2)等等作法的落實，

可以降低或避免機密資料外洩造成客戶的損失，也同時可提高雙方的信任((代號 H12)x1)。 

彙整與分析得知，資訊安全乃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之重要關鍵因素。 

 

五. 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個案訪談方式，就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之關鍵因素進行探討，除納入近期學者研究之

六項關鍵因素外，再加上台灣少子化趨勢與資訊安全共八項關鍵因素進行探討與整理分析，結果發現

在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範圍下，對於委外的關鍵考量因素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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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安全考量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2) 少子化的衝擊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3) 委外成本的考量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4) 建立供應商管理計畫並制定短中長期業務目標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 

的重要關鍵因素。 

(5) 供應商的專業技能是否充足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而在此次研究中被認為重要程度不高的因素如下： 

(1) 流程創新非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2) 資訊共用與交流非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3) 共同專案合作非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4) 供應商選擇和評估的標準化非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5) 績效評估回饋非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重要關鍵因素。 

 

上述在限縮了研究範圍所得出之資訊委外關鍵因素，為求其能更客觀與明確，因此請個案 S 公司

之資訊單位主管對該結論進行審視，以求是否與業界進行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考量之關鍵因素相符。 

經該資訊主管審視後，上述五項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關鍵因素與其認知相符，該結果有參考價

值與說服力；該資訊主管也提出，此五項關鍵因素雖為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關鍵因素，但可再更進

一步說明前三項為委外評估階段之關鍵因素；而在執行委外服務的過程中，建立供應商管理計畫並制

定短中長期業務目標與供應商的專業技能是否充足，此兩項則是維持委外服務如質且正常執行的重點。 

在採取了上述的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服務的分階段關鍵因素歸納後，更能提供資訊管理者在執

行委外的不同階段關注不同的關鍵因素，也提高了該研究結論的參考價值，以利學術界與業界參考運

用。 

2 未來方向與建議 

在本次研究中，四個個案在共同專案合作與績效評估回饋兩項因素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分析

可能原因為個案中存在客戶與供應商兩種角色，在考量資訊委外的關鍵因素時，因兩種角色的角度與

關心的利益不同，對同一件事會產生相反的看法與決策，原認為在限縮了研究範圍之後應能得到明確

的結果，但仍發生了預想外的情形，所幸此認知上衝突產生在未列入前五項關鍵因素中，這也使得本

次研究的結果在進行資訊基礎維運業務委外的決策中仍具有參考價值。 

資訊業務委外，對企業來說已非新的觀念，在企業受限於內在資源有限與外在變化快速，因此會

將較不重要的維運工作或新技術的導入委外進行，一方面可將有限資源投入於加強與維持企業核心競

爭力中，另一方面則透過外部廠商引進新技術協助企業資訊轉型及提升。 

在上述的企業資訊業務委外敘述中，所談及之範圍過大，也因此在以往的學術研究文章及論文中，

往往都未將內部維護工作與新技術導入等截然不同考量的委外服務內容，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依此角色

與認知的不同，限制個案為單一角色再次進行研究，過程中應少出現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並可在訪

談大綱設計中，針對不同委外階段各自設計題目，所得出之結果應更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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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剪裁技法運用於圓形造型之帽飾創作研究 

-以劍麻與蕾絲材質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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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創作藉由實驗，透過帽飾的演變建立新設計理念，主要應用以圓形造型分析立體剪裁

技法及增加蕾絲挺度在不同的媒材等實作實驗，前者以變化剪裁刀數、剪裁直線與曲線的深淺度 

，融入捲與摺之立體手法，以其外圍輪廓線及形體線條為設計元素之強調重點。後者以帶入具有

優美紋理及鏤空特色的蕾絲，從中試驗蕾絲塑型方法，透過不同媒材探討不同蕾絲類別的可塑程

度，從中分析特點，並結合捲、摺、壓、捺與重疊等立體雕塑手法於帽飾造型創作。研究結果及

建議，期望能提供未來藝術創作研究者更寬廣的創意思考應用。 

 

關鍵詞：立體剪裁；帽飾設計；劍麻；蕾絲；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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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raping Techniques to 
the Design of Circular Millineries 

-Using Sinamay and Lace as Examples 

 

 

Tsun-Ling Shen, Hui-Lun Hung & Wen-Ying Lai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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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creative research, through experimentations, a new design theor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millineries. It mainly analyzes draping 

techniques and increases lace stiffness by experimenting with different media and 

circular shapes. The former uses various amounts of cutting, and the depth of cutting 

straight lines and curv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draping technique of rolling and folding. 

The silhouettes and lines are used to emphasize design elements. The latter uses lace 

with beautiful textures and hollow features to test the method of lace shaping, explores 

the molding of different lace types through different media,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bines sculpturing techniques such as rolling, folding, pressing and overlapping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milline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can provide 

broader creative-thinking applications for future art-creation researchers. 

  

 
Keywords﹕draping; millinery design; Sinamay; lace; desig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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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劍麻與蕾絲材質為例  

一、緒論 

    帽飾是服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早期的帽飾無論是中國或歐美之輪廓設計屬於較平

面與直線傳統線條，至今發展到現代各種款式與材質等，對規矩傳統的功能帽飾相較之下，現代

帽飾設計輪廓形狀漸漸演變諸多花樣及更創新，而逐漸成為一種裝飾藝術。  

    自 15 歲開始製作帽飾，之後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教授女帽，現為知名的製帽大師雪莉·海克

斯(Shirley Hex)曾說過：「假使我不戴帽子日子變得平凡，所以我每天戴帽子，公車上人們留位子

給我，斑馬線上車輛駐足」(Bawden, 1992)。時尚界許多國際知名帽飾藝術設計大師，如帽子魔術

師菲利普．崔西(Philip Treacy)作品系列，屢屢將大自然萬物應用非傳統的材質和生活中的素材於

創作中，結合天馬行空的想像作為靈感，以立體剪裁不同比例巧妙地結構分割，讓帽飾線條與廓

形，優雅中帶點新穎誇張之裝飾藝術形式，融入律動美的視覺感，形成一股新的藝術氣息。 

 

1. 創作動機 

帽飾發展到現代，各種款式樣貌、材質及造型都比傳統的帽飾設計廓形的演變更多花樣，其

線條將不同廓形的帽飾巧妙地進行結構分割，讓帽飾款式形狀富有變化卻整體風格統一，成為現

代彰顯自己獨特風格的裝飾，在時尚界更是強調藝術與設計及結合美學的創作元素之一。除此之

外，以蕾絲作為部分裝飾或者和布料結合應用較多，整體運用蕾絲素材呈現在帽子上的裝飾較少

(Loewen, 1925)。本研究創作結合美學以運用立體剪裁的技法及設計元素，增加創作構想和靈感 

，突破以往帽飾的設計模式，帶來猶如立體裝飾藝術的獨特風格。 

 

2. 創作目的 

本研究創作透過實作實驗以圓形版型為基準，實驗過程，前者以具有質地輕盈、挺括、透氣

清爽及富有彈性等特性的劍麻(又稱西納梅麻，Sinamay)，因是天然纖維有非常堅固而柔韌的質地，

更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製帽基礎材料之一。採用剪裁刀數和直線與曲線的深淺度變化，再以捲與

摺之立體手法，集合設計美學之可塑性和實用性，進行合體塑型變化之實驗分析。後者應用前者

研究出的捲與摺之立體塑型變化構造形態，加入具有優美紋理圖形及鏤空特色的蕾絲材質為實驗

素材，融入立體剪裁技法與根據增加挺度方法的不同實驗媒材，探討造成挺度的形成與線條層次

之立體程度的影響。因此，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圓形版型上變化剪裁刀數、直線與曲線的深淺度，對外圍輪廓線及形體線條的影響。  

(2) 經由實驗分析瞭解立體剪裁分割的特色，進行劍麻帽飾造型的立體設計創作。 

(3) 探討以劍麻、雙面襯、樹脂、環氧樹脂等可塑素材進行實驗，瞭解造成蕾絲挺度的形成影響，

對帽飾之可塑程度進行分析與比較。  

(4) 經由實驗分析瞭解增加蕾絲挺度之媒材特色，進行蕾絲帽飾造型的立體設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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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限制 

研究者將帽飾的記憶轉化成設計圖像，突破傳統工藝框架，再嘗試運用劍麻與蕾絲等素材的

表現形式來呈現，讓帽飾賦予不同的風貌。 

(1) 內容範圍：      

    僅以立體剪裁技法、變化剪裁刀數為此創作設計理念模式，選擇具有質地輕盈、挺括、透氣

清爽及富有彈性等特性，且適合夏季及重要典禮場合佩戴之優點的劍麻為主軸。因此，以此為實

驗分析，以其外圍輪廓線及形體線條為設計元素之強調重點。  

(2) 媒材範圍：      

    僅以增加蕾絲挺度之媒材變化，作為此創作設計理念模式，本研究選擇以蕾絲作為創作主要

媒材，透過各種不同的媒材試驗，轉化成現代裝飾帽飾造型之獨特風格。  

二、學理基礎 

1 立體剪裁技法     

   「立體裁剪｣起源於歐洲。根據蘇格拉底人的「美善合一」哲學思想，古希臘與古羅馬服裝開

始講究比例、勻稱、平衡及和諧等整體效果，至中世紀，基督教強調人性的解放，直接影響到美

學上，確立以人為主體、宇宙空間為客體的立體空間意識。  

    立體裁剪是相對於平面裁剪而言的一種服裝造型手法，通過折疊、剪切、抽縮、拉展等技法，

靠視覺與感覺塑造出服裝形狀，完成造型設計、裁剪、試樣及修正的一種技術手段。與傳統平面

裁剪相比，其設計和製作更具有直觀性、造型感強、操作技法靈活等特點，同時也是服裝設計師

靈感表現的技術之一(劉佳，2014; Crawford, 2012)。 

立體剪裁大師 瑪德琳•薇歐奈(Madeleine Vionnet) 善用布料的正斜紋產生的彈性特色在 1920 

、1930 年代創造出許多宛如經過數學精算裁剪的服裝。她認為：｢利用人體模型進行立體裁剪造

型是設計服裝的唯一途徑｣。首創斜裁法，運用於手帕裙、褶皺領、吊頸露背領等經典設計，打

破平面裁剪直裁、橫裁的風格進入新的領域。薇歐奈對服裝設計進行新構思，從古希臘、古羅馬

和中世紀美術作品中尋找靈感，轉而追求自如的服裝外部輪廓 (東海晴美編，1993；圖 2-1＆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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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左) 1925-26 年。薇歐奈時裝作品 

圖片來源: 東海晴美編(1993)。薇歐奈服裝設計史。台北市﹕邯鄲出版社。 

圖 2-2(右) 薇歐奈；2014 年。春夏高級訂製秀作品 

圖片來源: https://freeweibo.com/weibo/Vionnet  

 

2 劍麻素材特色分析 

    劍麻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製帽基礎材料之一，且適合夏季及重要典禮場合佩戴，因它是由蕉

麻樹的莖加工編織而成，原產於菲律賓的一種香蕉棕櫚樹，其蕉麻纖維比棉或絲綢強三倍，100

％蕉麻製成的面料可以使用 100 多年。一般市售劍麻已有上漿，透過水噴溼即具有黏性，經由二

層劍麻直布紋和正斜布紋不同方向上下重疊擺放，在正斜布紋方向可自由塑型、延展與摺疊，易

於展現獨特的立體輪廓與自由線條，憑藉其自由的變化性和不斷擴大的色彩範圍，已成為歐洲及

澳大利亞最喜愛的製帽基礎材料(Torb ＆ Reiner，2014; Winter, 2020)。 

    1990 年代開始劍麻普及出現在帽飾的創作，因為是天然素材，所以易於上色。根據織密一般

來說分有 A, B 與 C 三等級；A 級最細最密也最滑順；B 級織密約 20*20，較強韌適合帽型塑型的

延展；C 級較疏，帽型塑型延展時須添加額外一層，適合裝飾或鬚邊的效果(What Is Sinamay? 

, 2019)。21 世紀劍麻變得更加華麗也多元，例如織入金屬紗、絲線、結網，或加入絹印雙色印染

(Henriksen, 2008)。 

 

3 蕾絲種類與圖案紋理分析 

蕾絲在歐洲文化中更有其代表性的意涵，而蕾絲的美，尤在於其纖細與鏤空唯美線條突顯出

貴族般氣質(陳國蕙，2011)。它同時具有“紋理明顯”以及“透明”兩大特色，使得蕾絲在服裝

上塑造空間感與多變化的廓形，廣為在整體造型設計上具有特殊效果。因此，客觀分析蕾絲種類

與圖案紋理，並比照各世紀時期運用手法的演變，結合藝術設計理論，探討形式美的規律，對創

作設計有豐富的啟發作用，分析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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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蕾絲種類與圖案紋理分析 

 年代 名稱 圖案紋理 技法       圖片 

 

14 世紀 

 

透空抽紗 

 

幾何圖形 

 

  抽紗 

 

 

15 世紀 

 

梭子編織 

 

立體浮雕 

  

 編、結 

 圈、繞 

 

 

16 世紀 

 

骨架蕾絲 

 

幾何圖形 

花果圖形 

 

針織花邊 

線軸編織 

 

 

18 世紀 

 

機械花邊 

 

半圓圖形 

 

機械織編 

 

 

19 世紀 

 

浮雕刺繡 

 

花朵圖形 

 

編、結、圈 

、繞、刺繡 

 

 

20 世紀 

 

縷空花編 

 

花朵圖形 

 

刺繡針織花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fashion/o3mb3q.html 

圖片來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29258470 

圖片來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28895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4 增加挺度之媒材應用分析 

    一般市場上增加布料挺度技法的種類諸多，因應各種用途做不同層次之處理，如塑型條、劍

麻、雙面襯、樹脂與環氧樹脂等媒材，施予媒材處理，轉化後應用於帽飾上之線條層次感和立體

程度影響，進而呈現不同的構造型態模式。一般市場上增加挺度技法，其應用分析如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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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增加挺度之媒材應用分析 

                   特性 
媒材      外觀 

 
成形方式 

 
軟硬度 

 
適用範圍 

 

 

塑型條 

 

 

 

車縫 

 

 

軟硬度皆有 

       

       

邊緣輪廓 

 

 

包膠鐵絲 

 

 

 

車縫 

 

 

軟硬度皆有 

       

       

  邊緣輪廓 

 

 

劍麻 

 

 

 

黏貼 

 

 

適中 

 

 

整片基底 

 

 

雙面襯 

 

 

 

黏貼 

最輕薄透 

與柔軟 

 

 

整片基底 

 

 

樹脂 

 
 

 

固化 

 

 

極佳 

 

 

整片基底 

 

 

環氧樹脂 

 

 

 

固化 

 

 

堅硬 

 

 

整片基底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彙整 

 

三、創作形式與技巧 

    本研究之創作形式是以文獻整理歸納法與實驗法，主旨探討立體剪裁在變化剪裁刀數與蕾絲

挺度之學理基礎架構。創作過程中探討劍麻素材之特性與版型實驗、蕾絲紋理結構與增加挺度實

驗等加以分析，並企圖佐證創作具有裝飾藝術之形式。依據本創作目的，本章節涵蓋立體剪裁版

型實驗與蕾絲挺度實驗二部分，進行闡述分析創作作品之表現形式。 



176                       正修學報 第三十四期 民國一百一十年 

1 立體剪裁版型實驗 

    本研究創作形式是針對立體剪裁之帽飾創作作品進行文獻探討，再依歸納分析立體剪裁可塑

程度的基礎技巧，以此作為學理架構，進而從實作實驗中，形成可資操作步驟。本實驗不同於傳

統立體剪裁邊剪邊變化形狀的特色，取而代之的是先剪切版型後，再通過折疊、抽縮、拉展等技

法變化設計，目的除了可以較明顯比較不同條件變化的差異，亦可呈現與以往不同的設計方式。 

（1）立體剪裁版型實驗條件 

    本研究創作以較適合頭型比例直徑 40cm 的正圓形造型為例，利用雪銅紙(150 磅)為實驗素材 

，製作帽飾樣版模型，藉由變化剪裁刀數、剪裁直線與曲線的深淺度，以此概念進行實驗分析，

為使帽飾產生造形構成的比例變化，以不對稱為原則，目的呈現有趣的形體創作與律動美的視覺

感觀。實驗條件變化如下： 

․刀數變化： 

    一刀與二刀。在圓形樣版模型上，藉由變化剪裁刀數使帽飾創作於造型形式上有不同的立體

效果。 

․深淺度變化： 

    直線方面一刀與二刀皆為短裁為 20cm；長裁為 30cm，因為這兩種不同剪裁尺寸在捲摺變化

後，更能顯現出帽飾輪廓線條的比例美。曲線方面分別為一刀短裁 45cm；長裁 60cm。二刀短裁

25cm；長裁 45cm。而曲線剪裁深度分為四種不同尺寸實驗，透過不同比例大小的版型，其外觀

造形及結構圖樣，更能表現出不同樣貌之視覺感。因此，以直線、曲線及一刀、二刀之短裁與長

裁為實驗變化，分別塑造劍麻所形成之立體形狀並加以分析。 

․線條變化： 

    以直線與曲線於實驗過程中，線條位置統一通過直線半徑 7cm處與曲線半徑 10cm處為原則，

直線與曲線分別於塑型時，其外圍輪廓線條及形體線條所呈現的弧度形狀作比對，如均衡、律動

或漸層等之表現形式。 

․捲摺變化： 

    剪裁後先以大面積為帽底，而條狀部分再以捲與摺技法來作塑形。短裁之條狀部分，則分別

以三摺與捲一圈為基準原則。長裁之條狀部分，則分別以五摺與捲兩圈為基準原則。 

（2）剪裁直線實驗結果分析 

    本實驗透過一刀及二刀與剪裁直線深淺度變化，經捲摺後所呈現之造型形式及輪廓線條之平

面圖與立體圖結果分析如下(表 3-1)﹕ 

․一刀直線實驗方面 

平面圖： 

    一刀直線長裁版型較一刀直線短裁版型，所呈現的輪廓線條及造型形式，經捲摺後較有秩序

與和諧感，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整體展現柔和感。 

立體圖： 

一刀直線短裁與長裁的線條剪裁後，寬度太寬，捲摺後，外觀較呆板與笨重感難以變化；其

外圍輪廓，捲摺後外圍弧度寬大、輪廓粗曠且不和諧。因此，本研究選擇以一刀直線長裁之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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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創作成果作品。 

 

․二刀直線實驗方面 

平面圖： 

    二刀直線長裁版型較二刀直線短裁版型，所呈現的輪廓線條及造型形式，經捲摺後更顯不對

稱，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整體展現律動感。 

立體圖： 

    二刀直線短裁與長裁的線條，經捲摺後具活潑性與多樣性；其外圍輪廓，因剪裁兩邊的寬窄

較不均等，輪廓層次對比更顯生動。因此，本研究選擇以二刀直線長裁之版型，為創作成果作品。 

 

表 3-1 剪裁直線實驗結果之平面圖與立體圖 

    刀數      
             
     深 

 圖   淺 
 型    度 

一刀        二刀 

短裁 長裁 短裁 長裁 

  

平 

面 

圖 

 
   

          

   一邊呈現 

較短的窄線條 

一邊呈現 

較長的窄線條 

兩邊呈現 

較短的窄線條 

兩邊呈現 

較長的窄線條 

     

   立 

體 

圖 

    

 捲摺後 

造型形式 

較呆板 

笨重感 

較秩序 

和諧感 

活潑性與多樣性 

調和感 

活潑性與多樣性 

對比感 

 捲摺後 

輪廓線條 

弧度寬大粗曠 

不和諧 

弧度稍屬適中 

柔和感 

弧度不對稱 

 秩序感 

弧度不對稱 

律動感 

註:圓形版型直徑 40cm。短裁 20cm；長裁 3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彙整 

 

7 cm 

7cm 7cm 

7 cm 7 cm 

7cm 7cm 

7 cm 

7cm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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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剪裁曲線實驗結果分析 

    本實驗透過一刀及二刀與剪裁曲線深淺度變化，經捲摺後所呈現之造型形式及輪廓線條之平

面圖與立體圖結果分析如下(表 3-2)﹕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帽飾版型主要以直徑 40cm 圓形雪銅紙為實驗素材，採用剪裁刀數和直

線與曲線的深淺度變化，再以捲與摺之立體手法，進行劍麻塑型變化，實驗結果分析中可瞭解。 

 

表 3-2 剪裁曲線實驗結果之平面圖與立體圖 

   刀 數      
        
    深 

 圖   淺 
 型    度 

一刀 二刀 

短裁 長裁 短裁 長裁 

 

 

平 

面 

圖 

                         

一邊呈現短形 

較細的窄線條 

一邊呈現長形 

較細的窄線條 

兩邊呈現短形 

較細的窄線條 

兩邊呈現長形 

較細的窄線條 

     

     

   立 

體 

圖 

    

捲摺後 

造型形式 

多樣化 

對比美 

多樣化 

對比美 

具有活力 

反覆美 

具有活力 

反覆美 

捲摺後 

輪廓線條 

弧度感 

漸層感 

弧度感 

漸層感 

層次不明顯 

律動感 

層次較律動 

      律動感 

註:圓形版型直徑 40cm。 

一刀短裁 45cm；長裁 60cm。 

二刀短裁 25cm；長裁 45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彙整 

 

 

10 cm 

 

10 cm 

1

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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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曲線實驗方面 

平面圖： 

    一刀曲線長裁版型較一刀曲線短裁版型，所呈現的輪廓線條及造型形式，經捲摺後更顯對比

美，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整體展現漸層感。 

立體圖： 

    一刀曲線短裁與長裁的線條，剪裁後圓形線條變化具有對比的視覺美感。一刀曲線短裁與長

裁的外圍輪廓，因弧度剪裁關係，上窄下寬的輪廓，經由捲摺變化後帽底無法密合，造成帽底有

空洞的缺點。因此，本研究選擇以一刀直線長裁之版型，為創作成果作品。 

 

․二刀曲線實驗方面 

平面圖： 

    以二刀曲線長裁版型較二刀曲線短裁版型，所呈現的輪廓線條及造型形式，經捲摺後更具有

活力，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整體展現律動感。 

立體圖： 

    二刀曲線短裁與長裁的線條，因剪裁後圓形線條變化具有反覆的視覺美感，比一刀剪裁更具

有活力。二刀曲線短裁的外圍輪廓，剪裁後兩邊的寬度與直線裁剪相近，經由捲摺變化後其輪廓

層次較不明顯。但二刀曲線長裁，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整體更顯律動感。因此，本研究選擇以

二刀曲線長裁之版型，為創作成果作品。 

 

2 蕾絲挺度實驗 

    本研究創作形式是以文獻彙整歸納分析法，針對蕾絲素材及帽飾創作作品進行文獻探討，再

依歸納分析增加蕾絲挺度之媒材應用與蕾絲可塑程度的基礎技巧及構造形式之表現，以此基礎技

巧為學理架構，進而從實作試驗中形成可資操作步驟。 

 

（1）蕾絲挺度實驗條件 

    因此本研究創作，透過帽飾的演變建立新設計理念，以直徑 40cm 較適合頭型比例的正圓形

造型為基底，選用(a)機械花邊蕾絲；(b)浮雕刺繡蕾絲等，以此兩種不同蕾絲的紋理結構類型來比

對，並藉由立體剪裁技法。以此概念加入實驗分析，透過實驗使帽飾產生造形構成的比例變化 

，與廓形線條呈現於視覺上一種律動美。實驗條件如下： 

․蕾絲基底變化： 

    機械花邊蕾絲具有輕透平坦的特色，與厚重立體浮雕刺繡蕾絲形成明顯對比，所以選擇這兩

種不同蕾絲的紋理結構類型來比對。以此概念加入實驗分析(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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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花邊蕾絲 浮雕刺繡蕾絲 

              厚度 0.1mm              厚度 0.25mm 

圖 3-1 紋理基底外觀呈現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彙整 

 

․增加挺度媒材變化： 

    以直徑 40cm 圓形樣版模型為基底，設定以(a) 蕾絲與劍麻；(b) 蕾絲、劍麻及雙面襯；(c)蕾

絲與樹脂；(d)蕾絲與環氧樹脂等 4 種不同增加蕾絲挺度之媒材實驗比較。分析媒材處理變化後，

分別在色彩、挺度、貼合度及肌理質感等之外觀比較。 

 

（2）蕾絲挺度結果分析-機械花邊蕾絲 

    機械花邊蕾絲的紋理結構類型，藉由增加挺度實驗結果中，分別在蕾絲基底上進行分析，可

歸納出色彩變化、挺度變化、貼合度變化及肌理質感等，所呈現不同的特色說明如下(表 3-3）： 

․色彩方面： 

    劍麻因是透明網狀，使蕾絲保有原色不變。雙面襯為薄透質料與樹脂是白色物質，乾燥後呈

現微透明狀，兩者媒材皆使蕾絲彩度顏色明度提高。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因具濕度關係，塗

抹蕾絲後，經乾燥固化，蕾絲呈現彩度提高，顏色較深濃的特色。 

․挺度方面： 

    劍麻具有挺括與堅固而柔韌等特點，整體呈現柔軟感。結合劍麻與雙面襯等之實驗結果，其

挺度則是適中。樹脂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與穩定性高及黏性強，則增加蕾絲挺度效果，具較強支撐

度。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乾燥固化後，則過於太堅硬。 

․貼合度方面： 

    單純透過劍麻本身之漿料，則無法完全貼合蕾絲。劍麻與雙面襯因兩種媒材本身皆具有漿

料之原因，經由熨斗燙過後貼合效果普通。樹脂因為本身具有黏性，呈現貼合度極佳的效果。

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本身具有黏性，乾燥固化後，貼合度緊密。 

․肌理質感方面： 

    劍麻因是透明網狀，而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之媒材的原因，使蕾絲保留原有之紋理清晰

外觀。雙面襯及樹脂因本身材質帶有白色成分，因此造成蕾絲本身紋理變得較不清晰，且微幅

帶有點霧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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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不同媒材結合機械花邊蕾絲實驗外觀分析 

 媒材 
處理 

            

蕾絲 蕾絲/劍麻 蕾絲 蕾絲 

/劍麻 /雙面襯 /樹脂 /環氧樹脂 

 

媒 

材 

處 

理 

後 

外 

觀 

 

    

色彩: 不變 

挺度: 柔軟 

貼合度: 無法貼合 

肌理質感: 紋理清晰 

色彩: 明度提高 

挺度: 適中 

貼合度: 平順 

肌理質感: 不透明 

色彩: 明度提高 

挺度: 較強支撐度 

貼合度: 極佳 

肌理質感: 紋理模糊 

色彩: 較深濃 

挺度: 太堅硬 

貼合度: 緊密 

肌理質感: 紋理清晰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彙整 

 

 

（3）蕾絲挺度結果分析-浮雕刺繡蕾絲 

    浮雕刺繡蕾絲的紋理結構類型，藉由增加挺度實驗結果中，分別在蕾絲基底上進行分析，可

歸納出色彩變化、挺度變化、貼合度變化及肌理質感等，所呈現不同的特色說明如下(表 3-4)： 

․色彩方面： 

    劍麻因是透明網狀，使蕾絲保有原色不變。雙面襯為薄透質料與樹脂是白色物質，乾燥後呈

現微透明狀，兩者媒材皆使蕾絲彩度顏色明度提高。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因具濕度關係，塗

抹蕾絲後，經乾燥固化，蕾絲呈現彩度提高，顏色較深濃的特色。 

․挺度方面： 

    劍麻具有挺括與堅固而柔韌等特點，整體呈現柔軟感。結合劍麻與雙面襯等之實驗結果，其

挺度則是適中。樹脂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與穩定性高及黏性強，則增加蕾絲挺度效果，具較強支撐

度。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乾燥固化後，則過於太堅硬。 

․貼合度方面：                                                                          

單純透過劍麻本身之漿料，則無法完全貼合蕾絲。劍麻與雙面襯因兩種媒材本身皆具有漿料之

原因，經由熨斗燙過後貼合效果普通。樹脂因為本身具有黏性，呈現貼合度效果極佳。環氧樹

脂為透明液體狀，本身具有黏性，乾燥固化後，貼合度緊密。 

․肌理質感方面： 

    劍麻因是透明網狀，使蕾絲保留原有之紋理清晰外觀。雙面襯及樹脂因本身材質帶有白色

成分，因此造成蕾絲本身紋理變得較不清晰，且微幅帶有點霧面感。環氧樹脂為透明液體狀之

媒材的原因，乾燥固化後，造成蕾絲本身紋理質感堅硬厚重。 

 



182                       正修學報 第三十四期 民國一百一十年 

表 3-4 不同媒材結合浮雕刺繡蕾絲實驗外觀分析 

媒材 
處理 

蕾絲 蕾絲/劍麻 蕾絲 蕾絲 

/劍麻 /雙面襯 /樹脂 /環氧樹脂 

    

媒 

材 

處 

理 

後 

外 

觀 

    

色彩: 不變 

挺度: 柔軟 

貼合度: 無法貼合 

肌理質感: 紋理清晰 

色彩: 明度提高 

挺度: 適中 

貼合度: 平順 

肌理質感: 不透明 

色彩: 明度提高 

挺度: 較強支撐度 

貼合度: 極佳 

肌理質感: 紋理模糊 

色彩: 較深濃 

挺度: 太堅硬 

貼合度: 緊密 

肌理質感: 堅硬厚重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攝彙整 

 

四、創作成果 

    創作過程分為三段式設計法，第一階段：為版型構想階段，以圓形版型為基準，透過實作實

驗探討創作構想過程與成品之間的造型表現形式。第二階段：為發想階段，前者以變化剪裁刀數、

剪裁直線與曲線的深淺度，融入捲與摺之立體手法，以其外圍輪廓線及形體線條為設計元素之強

調重點。後者結合不同的媒材，從中試驗增加蕾絲挺度與塑型方法，結合捲、摺、壓、捺與重疊

等立體雕塑手法。第三階段：進入表現形式，將設計理念與創作技巧結合，完成獨特性的創作作

品，創作將分為｢舞系列｣及｢花系列｣。 

 

1 舞系列作品分析與呈現 

（1）溯焰之舞 

․創作理念： 

    柔美外形與浪形曲線輪廓形狀之延伸，運用如火焰般的不對稱形式，產生活潑生動模樣，讓

視覺上呈現一種律動的感受(圖4-1)。 

․技巧操作步驟： 

    先剪裁版型後→車縫縫製包邊條→放置頭膜上用軟釘固定，透過以手輕拉微濕的劍麻，加以

基底塑型→再通過捲或摺技法，加強立體感→最後再手縫固定，捲摺後之造型線條→手縫帽帶及

鬆緊帶，完成實際劍麻帽飾作品。 

․版型應用： 

    劍麻以直徑40cm的圓形為基底版型，在此基底版型上剪二刀30cm長裁直線，並通過基底版型

中心點，在靠近一邊緣留7cm橫線止。再剪出45度的正斜布，面寬約5〜6cm包邊條。包邊條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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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線為準則，兩邊再向中心線對摺成長形條狀。二刀剪裁直線實驗之版型應用平面圖說明如下(圖

4-2)： 
 

圖 4-1            溯焰之舞 

                 劍麻媒材 

               32cm*22cm*31cm 

 
 

圖 4-2         溯焰之舞平面圖 

直徑 40cm、二刀長裁深度 30cm 

（2）境線之舞 

․創作理念： 

    靈感來自於建築設計，複雜線條形狀的創意結合，將立體剪裁與曲線形體線條的不同構造

型態，產生一種反覆美，呈現具有活力的律動視覺效果(圖 4-3)。 

․技巧操作步驟： 

    同｢溯焰之舞｣之步驟。 

․版型應用： 

    劍麻以直徑 40cm 的圓形為基底版型，在此基底版型上剪二刀 45cm 長裁的曲線，並通過基

底版型中心點，在靠近兩邊緣留 10cm 橫線止。再剪出 45 度的正斜布，面寬約 5〜6cm 包邊條。

包邊條以中心線為準則，兩邊再向中心線對摺成長形條狀。二刀剪裁曲線實驗之版型應用平面圖

說明如下(圖 4-4)： 

 

7 cm 

7cm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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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境線之舞 

                 劍麻媒材 

             36cm*22cm*11cm 

 
 

圖 4-4         境線之舞平面圖 

直徑 40cm、二刀長裁深度 45cm 

 

2 花系列作品分析與呈現 

（1）星羽夢網 

․創作理念： 

    從自然風景與現代藝術建築物中找到靈感，結合硬質及塑型度高的機械花邊蕾絲，以 C型與 S型

兩種極度反差之對比線條形狀為立體設計，呈現一種夢幻的氛圍，讓人充滿驚奇感的美好回憶(圖4-

5)。 

․技巧操作步驟： 

先剪裁版型後→車縫縫製包邊條→塑型前，先將樹脂媒材，依照實驗調配最佳 3:1 之比例原

料塗刷於蕾絲上→略等半乾後，再以捲與摺技法加強立體感來進行塑型→最後再手縫固定，捲摺

後之造型線條→手縫帽帶及鬆緊帶，完成實際蕾絲帽飾作品。 

․版型應用： 

    機械花邊蕾絲以直徑40cm的圓形為基底版型，在此基底版型上，採用立體剪裁手法，依靠近

蕾絲的花邊沿著邊緣，剪出二刀各為30cm長裁的直線條。基底塑型前，先將樹脂媒材，依照實驗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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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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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最佳3:1之比例原料塗刷於蕾絲上，略等半乾後，再以捲與摺技法加強立體感來進行塑型。二

刀剪裁直線實驗之版型應用平面圖說明如下(圖4-6)： 

 
 

圖 4-5            星羽夢網 

                 蕾絲/樹脂 

              26cm*23cm*25cm 
 

 

圖 4-6         星羽夢網平面圖 

直徑 40cm、二刀長裁深度 30cm 

 

（2）花精靈 

․創作理念： 

   「花精靈」選用蕾絲塗上樹脂，此方法比其他媒材更具有較強支撐度，展現優美立體線條，

創作靈感則是源自於歐洲的時裝秀，大而搶眼的抓摺荷葉邊與蕾絲元素花朵造型，帶入維多利

亞式的唯美風格，整體呈現夢幻神秘感層次的線條，具有反覆美與不對稱美(圖 4-7)。 

․技巧操作步驟： 

    同｢星羽夢網｣之步驟。 

․版型應用： 

    浮雕刺繡蕾絲以直徑40cm的圓形為基底版型，在此基底版型上，採用立體剪裁手法，依靠

近蕾絲的花邊沿著邊緣，剪出二刀各為30cm長裁的直線條。基底塑型前，先將樹脂媒材，依照

7 cm 

7cm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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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調配最佳3:1之比例原料塗刷於蕾絲上，略等半乾後，再以捲與摺技法加強立體感來進行塑

型。二刀剪裁直線實驗之版型應用平面圖說明如下(圖4-8)： 

 
 

圖 4-7             花精靈 

                 蕾絲/樹脂 

              30cm*25cm*20cm 

 
 

圖 4-8         花精靈平面圖 

直徑 40cm、二刀長裁深度 30cm 

五、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圓形版型上變化剪裁刀數、直線與曲線深淺度，對外圍廓形線條之影響 

․輪廓線條面： 

    長裁版型較短裁版型，經捲摺後更具有活力，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整體展現不對稱律動感 

。二刀因剪裁後圓形線條變化具有反覆的視覺美感，其外圍輪廓線條之弧度層次更顯律動感，比

一刀剪裁更具有活力。直線與曲線因剪裁後的寬度彼此差異不大，再經由捲摺之後，外觀影響較

不明顯。 

 

7 cm 

7cm 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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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系列創作面： 

    透過圓形的版型基底，結合二刀長裁之立體裁切藉由劍麻素材，以簡單的捲與摺技巧，以其

外圍輪廓線及形體線條為設計重點，創造出凹凸層次之立體效果與風格，形成一種律動的視覺感

受。 

（2）增加蕾絲挺度技法，對帽飾可塑程度之影響 

․挺度面： 

    選擇劍麻或雙面襯等媒材呈現柔軟適中的挺度。反之，以環氧樹脂之蕾絲挺度變化明顯具有

堅硬之效果。施以樹脂媒材之蕾絲，其表面的紋理清晰度降低，但呈現之立體支撐度足夠，且線

條自然。 

․花系列創作面： 

    選擇以立體度較佳之樹脂媒材塑型之比例原料塗刷於蕾絲上，增加蕾絲挺度效果具較強支撐

度，作品風格展現現代裝飾之低調奢華美感。 

（3）帽飾製作步驟變化方面 

    本創作透過實驗過程中，發現劍麻與蕾絲等素材，應用於帽飾創作技法上，不能依照正常製

作帽飾基本技法的程序來操作，因若先將基底塑型後，再剪裁出直線與曲線深淺度的線條，會導

致帽飾版型變形，同時在手縫或車縫的製作過程，產生被受限制的問題，以致影響其外圍輪廓線

的層次與形體線條及造型樣式之外觀視覺的美感。因此，創作者自創不同於一般的帽飾製作程序

｢剪裁→縫製→基底塑型→捲或摺→定型縫製→成品｣步驟程序來操作，結果呈現塑形之立體程度

更多樣化、更具創意。 

 

2 建議 

    本研究創作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依下列幾個重點作為研究調查參考內容，使未來的研究內容

更趨完整。 

（1）文獻面： 

    因帽飾創作的書籍資料及相關文獻撰寫的學者較少，希望上述的結論能提供日後研究者深入

探討與延伸，並且能補足這方面的不足與增加其完整性。 

 

（2）材質面： 

    帽飾創作設計實驗過程，由於紙材在捲與摺之立體手法上，容易破壞紙質，以致影響其外圍

輪廓線及形體線條的立體感，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先行以縮小比例的創作模型來模擬試驗，不僅能

避免浪費材料更能縮短創作時間。  

（3）藝術性： 

    希望本創作的應用素材與技法能結合美學，以延續傳統帽飾工藝，整合創作研究實踐，透過

激發不同的面向與想像思維，塑造出裝飾藝術的實用性與功能性商品，並與現代流行時尚結合，

讓台灣裝飾藝術更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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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 Factoring Strategies in Post-COV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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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supposes three models for creative enterprises when they meet 

different scale counter party. Using mixed strategies, the small creative company 

could find a unique way to lower the firm’s capital cost or liquidate its cash flow. 

Especially, I sugge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banking system 

while facing the loan to a creative enterprise in Post-COVID-19 Taiwan. With the 

fast-growing internet technology, factoring and reverse factoring platform is safer and 

safer and big data involved. That will make the mixed factoring and reverse factoring 

strategies easy implementing. 

 

 

 

Keywords: Factoring, Reverse Factoring, Creative Enterprise, 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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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冠疫情之應收帳款承購混合策略3 

曹耀鈞4 

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摘要 

本研究倡議以三種應收帳款承購的模型，以因應不同規模大小的買賣

方，運用這樣的混合策略，小規模的創意產業公司可以找到降低公司資金成本

或者增加公司現金流量速度的方法。更特別的是，我在本文具體建議政府應該

為創意產業的小公司，在應收帳款承購混合策略中扮演重要的扶助角色，尤其

在新冠疫情逐漸控制之後，創意公司的籌資更顯困難。其實搭配網際網路的快

速發展，應收帳款承購和反向應收帳款承購的平台愈來愈安全，也會使本研究

提出的應收帳款承購混合策略更加易於施行。 

 

 

 

關鍵詞：應收帳款承購、反向應收帳款承購、創意公司、金融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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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UNCTAD (2013) depicts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 new economy including 

economic,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The promising economy is that 

creativity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powerful engine to enhanc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ills, 2011; UNCTAD, 2013).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growing sector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also a 

highly transformative one for salary-generation, job creation and export revenues. That 

means when the creative industry becomes one of the growth strategies,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Besides, invest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as a key facto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 also lead to the higher-

level goodness of communities, personal self-esteem, and standard of living (Bazalgette, 

2017). Before COVID-19,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CCS) 5  was already 

characterized by fragil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work practices. Fragmented 

organiz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project-based work, and poor-protec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based revenue models are just a few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is. Most 

parts of CCS have been hit hard by the COVID-19 crisis.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CCS has been one of the sectors most negatively affected (IDEA 

Consult, 2021). 

 In the recent years, Taiwan government has also been very active in the 

promo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aiwan (ROC), the number of creative companies with the capital of less 

than 10 million was about 55,000 in 2019, accounting for 90% of the total companies. 

In fact, these small companies need external finance but not applying for a bank loan 

 
5 The definition of CCS is the creative industry we refer to in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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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most of them facing that their application rejected (Bańkowska, Ferrando, & 

García, ,2020). Few creative companies can smoothly obtain the finance they need for 

future growth. Furthermore, the complexity associated with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creative industry investment Due Diligence between the investors and broader 

societal benefits are rigid market failures that cause the lack of investment readiness 

(Bazalgette, 2017). 

This year, the world has been hit by a severe and special infectious pneumonia 

epidemic, and all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heavy losses (MOCROC, 2020). Taiwa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has won much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appreciation. Even so, the epidemic still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vironment and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s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2019”, the total company number of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ies in 2018 

was 64,401, and the overall market value reached NT$880 billion.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rescue and revitalization plans, many brands will not be 

able to sustain themselves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cash flow,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turnover (IDEA Consult, 2021).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severe and special infectious pneumonia (COVID-

19, Wuhan pneumonia) on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aiwan has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of the epidemic, parallel relief, and 

rejuvenation". Cooperate with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to respond to 

the epidemic. The total budget inves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rescue and 

revitaliz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s amounted to NT$ 4.72 billion (MOCRO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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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sist Taiwanese creative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in operating difficul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corporate working capital 

discounts from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the industry. This is a critical long-term 

solution for financing creative industries. 

2. Funding difficulty for creative enterprise 

In recent years, most promis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done their best effort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world's large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announcement of 2012-2016 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2), the US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much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but provides a high degree of protec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creative 

enterprises funding, as well as deficiency in tradition lending methods. One of the 

greatest problems is their limited access to affordable financial sources (ADB, 2013). 

Several researchers find that shortages of financ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had been 

one important factor behind the "big trade collapse" of late 2008 to late 2009(Éltető, & 

Szunomár,2014; Auboin,2016). That is, they raised the likelihood of a wider link between 

financial conditions, trade credit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miti and Weinstein, 

2011; Bricogne et al., 2012; Manova, 2013). The BIS (2011) indicates that creative 

industry is more possible than other businesses with same risk ratings to have funding 

applications rejected by bankers. The report hypothesized that this might be rooted to 

the nature of their output, which is obviously intangible and non-comparable and 

therefore very difficult for evaluation (Beck, Demirguc-Kunt and Peria, 2008). Market 

failures fall disproportionally on creative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more credit ra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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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costs of screening and higher interest rates from banks than larger enterprises 

(Beck and Demirguc-Kunt, 2006). Furthermore, BIS concludes that market failures 

considering access to finance are especially suffering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y 

(Bazalgette, 2017).  

One of the greatest problems is their limited access to affordable financial sources 

(ADB, 2013). In 2012, all loans for SMEs accounted for 25% of all bank loans on 

average. In addition, SMEs also made up a large proportion of bad deb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DB, 2013). Therefore,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SMEs funding, as well as deficiency in tradition lending methods. Effective 

alternatives need to be addres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Among them, compared to 

others, factoring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possible solution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funding. Factoring has been supported as an 

efficient way to ease SMEs’ access to trade finance and promote their inclusion in value 

chains (Arzeni, Cusmano & Robano,2015). Caniato, Moretto and Rice (2020) tout 

reverse factoring as a way of maximizing payment terms without causing a squeeze on 

liquidity further down the supply chain. 

3. Factoring 

The most traditional financing solution available to suppliers is factoring, in 

which a small supplier can sell its accounts receivable to a third-party financial 

intermediary called a factor (often a bank) in exchange for a partial prepayment of about 

80%. Helper et al. (2015) explain that factoring alleviates small company from the 

difficulties of applying for loans from banks which may view the firm as a credit risk 

and therefore charge higher interest rates for a loan. For the invoices are not approved 

by the buyer, the factor assumes the downside risk of the buyer declining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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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in the factoring trade, loan decision and credit limit do not depend on 

borrowers’ credit, but on the risks of account receivables themselves. It is very much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ditional forms in which account receivables are termed simply 

as collaterals to lenders (Klapper, 2006). If buyers go bankrupt, the amount of account 

receivables will not be accounted as assets for insolvency, consequently, the right of 

creditors to receivables are guaranteed. So the factoring can be deem to solve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 Bakker, Klapper and Udell( 2004) and 

Do( 2018 )conclude that even though creative companies cannot meet bank requirements 

on lending, they can access credit by using factoring, especially when creative 

enterprises are sellers in supply chain with reputable foreign buyer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Generally, factoring carries limited risk as the time between buying the invoice 

from the supplier and receiving the payment from the buyer tends to be short (Klapper, 

2006). As a result, creative enterprises are in search for immediate cash to be able to 

pay the salaries and inputs necessary to fulfil their order. Sopranzetti (1999) advocated 

that receivable financing could mitigate underinvestment problems in smaller 

companies. Soufani (2002) looked at the determinants of factor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uggests that factoring is mainly use by SMEs (small and middle 

enterprises), the SMEs would not have access to it due to a lack of experience and track 

record.  

4. Reverse factor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actoring, an interesting solution to the funding 

problem of creative enterprises is a practice called supply chain finance (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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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also referred to as reverse factoring(Tanrisever et al. 2012; Feenstra et al.,2017). 

SCF is less expensive and does not involve recourse. Buying firms use SCF to extend 

their payment terms even further and thus obtain more trade credit and improve their 

working capital. Tanrisever et al. (2012) analyze the effect of SCF on operational 

decisions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 showing that SCF is most beneficial in supply 

chains where the credit spread between a buying firm and its suppliers is high.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reverse factoring, a supplier can allow a longer payment term 

without needing to wait longer for payment: once the customer has sent notification of 

a payable to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 supplier can sell the corresponding receivable 

for immediate cash. A payment term extension increases the customer’s average 

outstanding payables, which reduces his working capital requirements. Reverse 

factoring mitigates the risk that suppliers cannot sufficiently invest in operations (Gustin, 

2014). Some research suggest that reverse factoring may give firms a competitive edge. 

When there are shortages in the supply chain, suppliers “typically will choose those 

who pay earliest. Consequently, implementing a supply chain finance program can be 

a valuable means of securing supplies and suppliers” (Ras, 2012). Therefore, reverse 

factoring is seen as a way to secure a higher service level from suppliers. Most research 

on SCF has focused on the financial benefits of SCF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potential 

size of working capital reductions or capital cost savings ( Seifert & Seifert, 2011; 

Randall & Farris,2009), the way these benefits are conditioned by payment term 

extensions ( Tanrisever et al., 2012; van der Vliet et al., 2015), or the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SCF (Wuttke et al., 2013,2016).  Murfin & Njoroge (2014) 

acclaimed that payment term extensions by customers are linked to significant cutbacks 

in investments by suppliers, their study offers insights for customers that would rather 

stimulate investment through innovativ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in the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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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how that the supplier’s optimal base stock and resulting service level decrease as 

a function of the discount rate.  

Many studies typically consider an extended newsvendor setting to show how 

financing decisions by the firm, its supplier, its customer, or its financial intermediary, 

may impact the firm’s ordering decision and the supply chain as a whole(Kouvelis & 

Zhao, 2011 ) . Babich (2010) studies a manufacturer’s joint inventory and financial 

subsidy decisions when facing a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supplier; he shows that an 

order-up-to policy and subsidize-up-to policy are optimal. Luo & Shang (2014) 

consider a model in which a firm can both receive and grant payment delays; they show 

that a working capital dependent base stock policy is optimal. Hofmann (2013)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consideration of research on SCF. The works of Tanrisever 

et al. (2012) and of van der Vliet et al. (2015) are among the few that consider reverse 

factoring in an inventory setting. Tanrisever et al. (2012) show how the benefit of 

reverse factoring is conditioned on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orking capital 

policy of the supplier.  van der Vliet et al. (2015) finds that a payment term extension 

in a base stock inventory setting induces additional cash volatility to the supplier, and 

that the supplier should account for this when it accepts a reverse factoring offer from 

a customer. Reindorp et al. (2018) study the dynamics of purchase order financing. They 

show how the supplier’s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 equilibrium operational 

decisions and profits of both customer and supplier.  

5. Three Concept models for mix strategies 

Traditionally, both of the factoring and the reverse factoring strategy have been 

adopted by the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However, in practice, some manufacturer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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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in scale and some are large in scale. When they adopt one of these two strategies. 

Maybe it is not necessarily and beneficial to the company. The banks know what the 

better option is, because banks can precisely calculate the financing costs of the 

applicants.  

Another situation is that when the size of the buyers and sellers is equal, which 

strategy is better? It is in a dilemma. As stated above literature review, to my best 

knowledge, there is rare literature on the strategy of factoring and reversed factoring 

for the size of financing objec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different strategy 

models for the size of the compan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paper also proposes a 

modified reverse factoring model. Among the three strategy model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first two strategie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reative company that will not 

encounter rejection or difficulties when undertaking factoring to banks. Traditionally, 

these companies did not measure their own scale but intuitively or habitually dealing 

with banks, this research reminds decision makers to examine their own scale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undertake factoring or reversed factoring. 

In Case 1, if the economic scale of seller is smaller than the buyer, the funding 

model strategy is reverse factoring. In Case 2, if the economic scale of seller is bigger 

than the buyer, the funding model strategy is factoring. In Case 3, if the economic scale 

of seller is equal to the buyer, the funding model strategy is modified reverse fa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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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ase 1/ Model 1：Seller < Buyer 

Strategy：Reverse factoring 

 

 

 

 

 

 

 

 

Figure 5. 1: Factoring Model 

Note： Inform  cash flow (loan) good/service  cash flow 

Impact： 

1. To Buyer：payment time extension 

2. To Seller：lower interest rate(loan) 

3. To Both：quicker liquidity 

 

The first model is that when the size of the buyer is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the 

seller, reverse factoring strategy can bring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1. For the buyer, 

its payment time can extend longer. 2. For the seller or the supplier, it can receive the 

loan with lower interest rate. 3. For both counterparty, their capital liquidity could be 

more flexible. (Figure 5. 1) 

5.2 Case 2/ Model 2：Seller > Buyer 

Strategy：Factoring 

 

 

 

 

 

 

 

 

Figure 5.2: Reverse Factor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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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Goods/service  invoice  cash flow (loan)  cash flow 

Impact： 

1. To Buyer：short payment 

2. To Seller： (1) higher interest rate(loan) 

(2) quicker liquidity 

If the size of the buyer is smaller than the size of the seller. The advantage of the 

factoring strategy can draw the effects as follows. 1. For the buyer, its payment time 

will be shorted. 2. For the seller or the supplier, it can receive the loan with higher 

interest rate, but capital liquidity could be quicker. (Figure 5. 2) 

 

5.3 Case 3/ Model 3：Seller = Buyer 

Strategy：Modified reverse factoring (with government Involved) 

 

 

 

 

 

 

 

 

 

Figure 5.3: Modified reverse factoring 

 

 

Note： inform  confirm  guarantee letter  loan (cash flow)  good/service 

   cash flow 

Impact： 

1. To Buyer：(1) short payment time (2) modified liquidity 

2. To Seller：(1) lower interest rate (loan) (2)modified liquidity 

3. To government：credit risk 

 

The third model is to enact government guarantee into the system when th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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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uyer and seller is equal. The mechanism and financing flow as shown in model 

3. There are some impact occurred in that situation. 1. For the buyer, its payment time 

will be shorted, but capital liquidity could be better. 2. For the seller or the supplier, it 

can receive the loan with lower interest rate and capital liquidity will be improved. 3. 

For the government, it will endure the credit risk from the supplier. 

6.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Nowadays,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s are supporting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vest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because of their growing economic importance, 

their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into other industries, their contribution to smart growth 

(Jones et al., 2016). Based on the high cross-industry driving ability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a joint strategy to support new revenues and business 

models. But there is a problem of how readily accessible finance is for the creative 

enterprises (Bazalgette, 2017).   

In 2020, the world will be hit by a severe and special infectious pneumonia 

epidemic, and all countries will be hit hard. Taiwa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on much attention and appreciation from the world. Even so, 

the epidemic still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concept 

paper supposes three coping strategies and incorporate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funding creative enterprise.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relative risk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he financing interest to help 

creative companies. Big data and Fintech could be expected to allow companies to 

automate activities and track invoices and finances across all aspects of the transaction. 

Such automation and tracking can reduce the overhead associated with factor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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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factoring strategy, making that a more attractive option for large companies to 

manage the payment of their supplier.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strategy, it is helpful 

and worth promoting to the whole Taiwan for constructing a real creative oriented 

country. New technologies, and in partnerships with technology companies, also 

provide a new avenue to enter global markets and to overcome distribution barriers. In 

this context, countries that have networke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in place have a 

considerable advantage (Barrowclough and Kozul-Wright, 2012).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s into personal and commercial finance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exhibit new opportunities for supply chain financ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form a virtuous cycle in supply 

chain finance research. I suggest these three models should be tested initially to enter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sandbox supervised by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upervision 

committee for 1 year. In the sandbox, it can correct the relevant default through the 

tested operation. Especially for creative industries that have encountere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during COVID-19, this paper proposes a speci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odel. However, the paper is essentially a concept paper.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fo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Maybe the analysi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is 

more worthy of follow-up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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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者於稿件審查通過並獲通知後，須於兩週內依完稿說明規定繳交完稿二份

與完稿磁片一份，方予以刊登。文中若有無法附於 Word 檔案印出之圖表或

照片亦應於相同時間內提供以黑色繪製之圖表或光面黑白照片之 A4 完稿，

否則予以延期刊登。 

五、若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

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

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

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六、本學報之投稿截止日期為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於次年十二月出版。 

七、來稿經刊載後，每人寄送出刊 PDF 檔一份，不另製作抽印本且不另支稿酬。 

八、投稿時請附列印完成之文章一式三份(電子檔 1 份)連同「正修學報投稿者基

本資料表」，逕寄 83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研究發展處新創及技轉

中心收。 

九、本「投稿須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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